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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政发〔2022〕35号 
 
 

 

市政府关于第十二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 
评选结果的通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为提高我市自然科学学术水平，鼓励全市科技工作者开展学

术创新服务发展，促进全市科技人才的成长，根据《市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无锡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奖办法的通知》（锡

政办发〔2020〕27号）精神，我市开展了无锡市第十二届自然科

学优秀学术论文的征集评选工作，共征集到1418篇论文。经专业

评审组初评、市评委会终评和网上公示等程序，共评出优秀学术

论文特等奖3篇、一等奖31篇、二等奖94篇、三等奖342篇。经研

究，市政府决定对评出的470篇优秀学术论文予以通报并颁发证

无锡市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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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希望全市各有关单位、各类科技社团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积

极投身科技自主创新，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无锡新实践，在

新征程上更好地“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作出积极的贡献。  

 

附件：无锡市第十二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结果 

 

 

无锡市人民政府 

2022年 12月 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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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无锡市第十二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结果 

特等奖（3篇） 
序

号 
申报单位 论文题目 所属专业 申报作者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通讯作者 申报作者单位 

1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一种带温度及直流失调补偿技术的 55dB大动态范围宽带射频检波器 电子信息 蒋颖丹 蒋颖丹 刘雪莲 张沁枫 蒋颖丹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八研究所 

2 无锡市医学会 纳米抗体工程化的自然杀伤细胞用于实体肿瘤的过继免疫治疗 医药科学 黄朝晖 龚亮   黄朝晖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3 江南大学科协 编程交叉 RBS调控转录因子生物传感器的动态范围 理学 邓禹 丁娜娜 袁祯祺 张晓娟 邓禹 江南大学 

一等奖（31篇） 
序

号 
申报单位 论文题目 所属专业 申报作者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通讯作者 申报作者单位 

1 江南大学科协 石墨烯层封装 α-MnO2纳米纤维调变表面电子态增强臭氧分解 化工材料 娄阳 朱国翔 朱炜  娄阳 江南大学 

2 无锡市医学会 一个高表达 FOXP3和 CTLA4的结直肠癌免疫过驱动高风险亚型的鉴定 医药科学 崔凯飒 崔凯飒   黄朝晖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3 无锡学院科协 MWCNTs-ZnO杂化材料增强化学结合陶瓷涂层的磨损行为研究 机械电气 郭永信 郭永信 卞达 蒋国强 赵永武 无锡学院自动化学院 

4 江南大学科协 
选择性同轴墨水 3D打印用于内嵌可延展传感器智能弹性泡沫的一次性

制造 
机械电气 刘禹 徐嘉文 张星浩  刘禹 江南大学 

5 无锡市力学学会 
直书写 3D打印多层复合结构高精度电阻应变传感器：打印平整度优化与

界面强度设计 
机械电气 郭志洋 郭志洋 于培师 刘禹 于培师 江南大学 

6 江南大学科协 具有无界时变时延微分耦合复杂网络的自适应同步控制方法 电子信息 汤泽 汤泽 Park Ju H.  王艳 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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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无锡滨湖区科协 
晶格匹配 In0.17Al0.83N GaN异质结构上 Ti/Al/Ni/Au欧姆接触温度依赖

特性的研究 
电子信息 周德金 周德金 徐宏 陈雷雷 卢红亮 

复旦大学、 清华大学无锡应

用技术研究院、 江南大学 

8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软错误对 GPU中 VGG网络的影响分析 电子信息 魏敬和 魏敬和 

Younis 

Ibrahim 
钱丝雨 王海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八研究所 

9 无锡滨湖区科协 基于转录组学分析过氧化氢暴露对鲤脑功能的影响 农业科学 贾睿 贾睿 杜金梁 曹丽萍 殷国俊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

业研究中心 

10 
无锡市现场统计研

究会 

时空异质环境中基于全局指数吸引子方法的具有居家隔离的时滞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的动力学分析 
理学 朱承澄 朱承澄 朱江  朱江 江南大学 

11 江南大学科协 金属间碳化物隔离单硼原子位点及其高效提升电化学合成氨选择性 化工材料 朱罕 文炎坤 庄泽超  朱罕 江南大学 

12 江南大学科协 
创建晶胞间强外部偶极，构筑全光谱响应和高活性的新型光催化剂

Bi25CoO40 
理学 潘成思 潘成思 王震林 娄阳 潘成思 

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13 无锡宜兴市科协 数字孪生在膜电容去离子系统远程操作中的应用 综合 朱芸毅 朱芸毅   
T.David 

Waite 

江苏省新宜中澳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 

14 江南大学科协 
污水处理厂膜生物反应器工艺中抗生素、抗生素抗性细菌和游离抗生素

抗性基因的归趋 
综合 王硕 王硕 马鑫欣 刘亚兰 李激 江南大学 

15 无锡滨湖区科协 毗邻互通立交特长隧道交通组织方法 综合 马兆有 方守恩 苏东兰  刘硕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16 无锡太湖学院科协 螺钉连接胶合木-轻骨料混凝土组合梁的长期性能研究 土木建筑 江雨辰 江雨辰 胡夏闽 刘颖 胡夏闽 无锡太湖学院 

17 无锡市医学会 
SNHG17通过调节Trim23-PES1轴和miR-339-5p-FOSL2-SNHG17正反馈

环促进结直肠癌的发生和转移 
医药科学 边泽华 边泽华 

周明月（共

同一作） 
 费伯健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8 江南大学科协 生物制造融合蛋白构建智能化递药系统 医药科学 周娟 王明宇   周娟 江南大学 

19 无锡市药学会 肿瘤微环境响应型“头尾”自组装纳米平台用于活体 PET成像研究 医药科学 邱玲 邱玲 李珂 董文艺 林建国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20 无锡滨湖区科协 天然多酚超分子组装制备口服抗 TNF抗体纳米药物用于炎症性肠病治疗 医药科学 王辛宇 王辛宇 严骏杰 王立振 杨敏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21 无锡市医学会 母体孕期氰戊菊酯农药暴露对子代神经发育和代谢影响的实验研究 医药科学 章恒 章恒  冯亚玲 章恒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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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2020年 1月 18日至 3月 2日无锡市首批 69例新冠肺炎病例的特征及防

控措施效果的评价 
医药科学 高雨蒙 石平 

高雨蒙（共

同一作） 
陈恩品 沈元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3 无锡市医学会 腰方肌阻滞节省胃肠手术后阿片类药物但不能预防慢性疼痛发展 医药科学 刘清仁 刘清仁 谢珏 戴雨晨 杨建军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24 无锡市医院协会 
腹腔镜脾切除联合贲门胃底周围血管断流术对比开放脾切除联合贲门胃

底周围血管断流术治疗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医药科学 邓志成 邓志成 蒋文竹 陈露 刘双海 江阴市人民医院 

25 无锡梁溪区科协 miR-30-5p调节滋养细胞铁死亡参与子痫前期发生 医药科学 冯亚玲 章恒   冯亚玲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26 无锡市医学会 超氧化物歧化酶 2（SOD2）V16A位点多态性与泌尿系肿瘤易感性 医药科学 糜远源 张力峰 徐凯 汤博文 糜远源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27 无锡梁溪区科协 使用机器人磁导航的心房颤动消融降低了无声脑栓塞的发生率 医药科学 郑杰 郑杰   王如兴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

医院 

28 无锡市医院协会 

Kinesin family member 11 i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and is suppressed 

by microRNA-30a in breast cancer[驱动蛋白家族成员 11（KIF11）在乳腺

癌中是一个潜在的治疗靶标且受miR-30a的抑制] 

医药科学 王奔放 王奔放 郁建江 孙振江 刘希永 江阴市人民医院 

29 无锡市医学会 影像组学辅助术前预测胰腺癌门静脉-肠系膜上静脉侵犯的临床研究 医药科学 陈昉铭 陈昉铭 周永平 祁秀敏 张雷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30 无锡滨湖区科协 可注射液态金属纳米片水凝胶用于肿瘤术后治疗 化工材料 严骏杰 严骏杰 王辛宇 王立振 杨敏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31 江南大学科协 揭示基面和边缘面取向 Bi纳米片具有不同电催化 CO2还原活性的原因 化工材料 张颖 王丹 常宽 张亚宁 张颖 江南大学 

二等奖（94篇） 
序

号 
申报单位 论文题目 所属专业 申报作者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通讯作者 申报作者单位 

1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ction of Ziziphi Spinosae Semen in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A Study Involving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酸枣仁治疗失眠的作用机制：一项涉及网络生
物学和实验验证研究） 

医药科学 卞振华 卞振华 张文明 唐静月 袁晓航 
南京中医药大学无锡附属医

院 

2 无锡市创造学会 基于可编程液晶显示器的动态合成编码孔径成像相机 理学 蒋志龙 蒋志龙 杨树蔚 黄华川 王绶玙 江南大学 

3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配送车辆行驶时间不确定条件下的装配线准时化物料配送优化 机械电气 张家骅 张家骅   张家骅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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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随机时滞 Lotka-Volterra系统的同步控制及其硬件仿真 电子信息 董宜平 王兰 董宜平 谢达 董宜平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5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A distributed multiple-heat source staged heating method in an electric vehicle

（多热源分段协同制热的新能源汽车暖风系统） 
综合 丁鹏 丁鹏 王忠 王莹 丁鹏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6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基于喷射粘结工艺的陶瓷坯体后处理性能调控 机械电气 曹澍 曹澍 何雪明 颉芳霞 曹澍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7 无锡太湖学院科协 基于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的风机叶尖净空距离控制方法研究 机械电气 张乐 张乐 魏佳丹  张乐 无锡太湖学院 

8 无锡学院科协 考虑应变依赖性特征的硬涂层整体叶盘非线性减振分析 机械电气 高峰 高峰 刘秀婷  高峰 无锡学院 

9 
无锡市机械工程学

会 
船舶推进轴系动力学缩比模型设计 机械电气 周凌波 周凌波   周凌波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10 无锡市工程师学会 船艏自由落体砰击载荷模型试验研究 综合 司海龙 司海龙 赵南 胡嘉骏 赵南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11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Phase error analysis and compensation for motion in high-speed phase 

measurement profilometry（高速相位测量轮廓术中运动相位误差分析与补

偿） 

电子信息 李学星 李学星 张文惠  张文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2 
无锡市机械工程学

会 
三维损伤容限设计：离面约束理论与疲劳断裂准则 机械电气 于培师 于培师   赵军华 江南大学 

13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科协 

Experimental optimization of the scheme of second-order Raman amplifiers 

based on ultra-long span systems（超长距无中继传输系统中二阶拉曼放大

器配置方案的实验优化研究） 

电子信息 迟荣华 迟荣华   迟荣华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14 无锡新吴区科协 基于快速 SR-UKF的锂离子动力电池 SOC联合估计 电子信息 章军辉 章军辉 李庆 陈大鹏 章军辉 
无锡物联网创新中心有限公

司 

15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Hierarchical recursive signal modeling for multifrequency signals based on 

discrete measured data（基于离散观测信息的多频信号递阶递推信号建模

方法 

电子信息 徐玲 徐玲   丁锋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6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基于 65nm CMOS工艺的 3.4GHz高速高分辨率 DDFS设计与实现 电子信息 万书芹 万书芹 于宗光 蒋颖丹 于宗光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八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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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无锡市自动化学会 基于神经动态优化的非线性系统近似最优跟踪控制 电子信息 楼旭阳 季政   楼旭阳 江南大学 

18 无锡太湖学院科协 基于导通角通信的智慧城市照明系统研究 电子信息 李莎 李莎 刘剑滨  李莎 无锡太湖学院 

19 无锡太湖学院科协 微型断路器电动操作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设计 电子信息 刘剑滨 刘剑滨 姜岩峰 李莎 姜岩峰 无锡太湖学院 

20 无锡市自动化学会 
Robust PD-Type 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 of Discrete Linear Repetitive 

Processes in the Finite Frequency Domain 
电子信息 汪磊 汪磊   杨慧中 江南大学 

21 无锡梁溪区科协 进气管结构对天然气发动机废气再循环率均匀性的影响 机械电气 施东晓 施东晓   施东晓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一汽

解放发动机事业部前瞻技术

研究院） 

22 无锡市创造学会 基于单像素成像技术的运动物体快速捕捉和成像 理学 吴晶晶 吴晶晶 胡立发 王继成 吴晶晶 江南大学 

23 无锡市创造学会 
Periodic Solutions of Discontinuous Duffing Equations（不连续 Duffing方程

的周期解） 
理学 蒋芳芳 蒋芳芳   蒋芳芳 江南大学 

24 江南大学科协 
Cross-efficiency intervals integrated ranking approach based on the 

generalized Fermat-Torricelli point 
综合 王育红 王育红 吴栋栋 钱吴永 吴栋栋 江南大学 

25 无锡市力学学会 
Calculation method of acoustic radiation for floating bodies in shallow sea 

considering complex ocean acoustic 
理学 蒋令闻 蒋令闻 邹明松 刘树晓 邹明松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26 无锡滨湖区科协 三丁酸甘油酯在调控团头鲂幼鱼的生长和健康状态中起重要的作用 农业科学 梁化亮 梁化亮 季珂 戈贤平 任鸣春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

业研究中心 

27 江南大学科协 具有未知状态的动态系统自适应参数估计方法研究 电子信息 张霄 张霄   丁锋 江南大学 

28 无锡市力学学会 

Dynamic stiffness formulation for transverse and in-plane vibration of 

rectangular plates with arbitrary boundary conditions based on a generalized 

superposition method（基于广义叠加法的四边任意边界条件矩形薄板面内

面外振动动刚度法） 

理学 魏子天 魏子天 殷学文  殷学文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29 江南大学科协 具有未知输入的切换描述系统降维观测器设计 电子信息 张建成 张建成 赵旭东 朱芳来 赵旭东 江南大学 

30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时滞随机基因调控网络的全局耗散性研究 理学 王兰 王兰 董宜平 谢达 曹进德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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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无锡市实验动物协

会 
驴颈肉与其他畜颈肉风味物质差异研究 农业科学 李秀 李秀 高洁  成向荣 江南大学 

32 无锡市力学学会 低温环境下 EH36高强度钢母材及焊接节点疲劳强度研究 综合 王艺陶 王艺陶 刘俊杰  
C. Guedes 

Soares 

Centre for Marine 
Technology and Ocean 
Engineering，Instituto 
Superior Técnico, 
Universidade de Lisboa 

33 
无锡市机械工程学

会 
涡流发生器设计及流场不均匀度和脉动压力抑制数值研究 综合 李亮 李亮 周斌 黄洪波 李亮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34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科协 

基于区间值 T-球面模糊 Hamacher算子的多属性决策方法及其在绩效评

估过程中的应用 
综合 金云 金云 

Zareena 

Kousar 

Kifayat 

Ullah 

Kifayat 

Ullah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35 江南大学科协 

Efficient solar-light conversion for optimizing the catalytic ozonation of 

gaseous toluene with PdOx-LaFeO3 PdOx-LaFeO3(高效转化太阳能优化气

态甲苯的催化臭氧化研究) 

综合 高俊贤 高俊贤 唐灵铃 沈知章 吕金泽 江南大学 

36 无锡宜兴市科协 膜电容去离子恒流放电的运行工况优化 综合 何志钊 何志钊   
T.David 

Waite 

江苏新宜中澳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 

37 无锡市力学学会 折痕诱导的石墨烯折纸的定向裁剪与折叠 机械电气 魏宁 魏宁 陈阳 张莺燕 赵军华 江南大学 

38 江南大学科协 利用伯胺与二氟卡宾反应制备异腈类化合物 化工材料 张松林 司义新 朱鹏飞  张松林 江南大学 

39 无锡市创造学会 

Controllable Epitaxial Growth of Large-Area MoS2/WS2 Vertical 

Heterostructures by Confined-Spac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基于限域

化学气相沉积法的大面积MoS2/WS2垂直异制结的可控外延生长） 

理学 张秀梅 张秀梅 皇甫路遥 顾正建 顾晓峰 江南大学 

40 江南大学科协 
0D/2D结构的超分子卟啉/类石墨相氮化碳全有机异质结材料的开发及其

可见光催化氧化性能的研究 
化工材料 徐婧 徐婧 高遒竹 王周平 徐婧 江南大学 

41 无锡惠山区科协 
Organic-inorganic multi-scale enhanced interfacial engineering of sulfide solid 

electrolyte in Li-S battery 
化工材料 白杨 白杨 赵彦彪  孟令辉 哈工大无锡新材料研究院 

42 
无锡市土木建筑工

程学会 
基于极限分析抗滑桩加固非饱和土边坡三维稳定性分析 土木建筑 王龙 王龙 孙德安 姚仰平 孙德安 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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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无锡市土木建筑工

程学会 
Cannibal Process污水处理系统的数学建模与分析 综合 熊江磊 熊江磊   熊江磊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东南大学；亚利

桑那州立大学 

44 
无锡市土木建筑工

程学会 

Enhanced proteins and amino acids production based on ammonia nitrogen 

assimilation and sludge increment by the integration of bioadsorption with 

anaerobic-anoxic-oxic (AAO) process 

综合 郑凯凯 郑凯凯 李怀波  王硕 江南大学 

45 
无锡市土木建筑工

程学会 
基于传递函数标定法的异型盾构隧道地铁列车运行振动分析 土木建筑 张啟乐 张啟乐 刘林芽  董连东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46 
无锡市勘察设计协

会 
地铁防汛排涝风险隐患分析及对策研究 综合 段晓东 段晓东   段晓东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 
无锡市土木建筑工

程学会 
水厂二泵房能效监控平台在优化供水调度中的应用 土木建筑 崔昱 崔昱 邹琳 张明 邹琳 无锡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48 无锡市医学会 
Caspase-11–Mediated Hepatocytic Pyroptosis Promotes the Progression of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医药科学 朱颖炜 朱颖炜 赵涵 陆健 汤鸿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49 无锡市医院协会 
热休克蛋白家族 A8通过抑制星形胶质细胞 NF-κB/NLRP3炎性小体通路

减轻脊髓缺血-再灌注损伤 
医药科学 葛新 糜菁熠 

杨样（共同

一作） 
姚浩 葛新 苏州大学附属无锡九院 

50 无锡梁溪区科协 
Identification of a Novel Linear B Cell Epitope on the Sao Protein of 

Streptococcus suis 2（2型猪链球菌 Sao蛋白新型 B细胞表位的鉴定） 
医药科学 王晶 王晶   张婷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51 无锡市医学会 
miR-146a 的减少促进多发性肌炎/皮肌炎中REG3A的表达及巨噬细胞迁

移 
医药科学 高明珠 高明珠 陈瑶 徐蔷薇 韩志君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52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儿童常规疫苗接种的延迟及其与父母疫苗犹豫的关系：中国无锡的一项

横断面研究 
医药科学 修仕信 修仕信 

王强（共同

一作） 
杨柳青 金辉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3 
无锡市实验动物协

会 

慢性弓形虫感染通过抑制 Th2免疫和调节肠道菌群减缓日本血吸虫诱导

的小鼠肝纤维化 
农业科学 徐非 徐非 程蕊棠 缪孙涵 周永华 江南大学 

54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中国汉族人群 48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与肥胖对 2型糖尿病的交互作用

研究 
医药科学 刘佳 刘佳 王璐  钱云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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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无锡市药师协会 
Development of a compound oral liquid containing herbal extracts and its 

effect on immunity and gastric mucosa 
医药科学 裴泽军 裴泽军 张冰洁 王洪新 娄在祥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无锡

市药师协会 

56 无锡梁溪区科协 
Highly Sensitive Electrochemical Sensor for an miR-200c Assay Based on 

Ligation-Assisted DNA Strand Displacements 
医药科学 姜宇 姜宇   冯宁翰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57 无锡市医学会 
Exosomes-mediated Transfer of miR-125a/b in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A Novel Mechanism of Genetic Exchange in the Intestinal Microenvironment 
医药科学 赵振国 赵振国 毛琦 王刚 王剑 江阴市人民医院 

58 无锡市医院协会 

Tumor-Associated 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 Regulating 

Nanocarrier-Enhanced Inhibition of Malignant Tumor Growth and Distant 

Metastasis（基于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调控的智能纳米递送系

统及其对肿瘤生长和远处转移的抑制作用研究） 

医药科学 吕伟 尹昊媛 陆红丹 熊耀坤 吕伟 
江阴市人民医院（东南大学

医学院附属江阴医院） 

59 无锡市药学会 
基于核酸外切酶辅助双重信号扩增和 G-四链体/氯化血红素 DNA酶的高

灵敏免标记化学发光法检测马拉硫磷 
化工材料 吴昊 吴昊 吴军 王洪勇 邹霈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60 无锡江阴市科协 
马尾松针提取物通过核因子 E2相关因子 2⁃抗氧化反应元件通路对人毛

乳头细胞氧化应激损伤保护作用的研究 
医药科学 朱红柳 朱红柳 魏跃钢 闵仲生 朱红柳 江阴市中医院 

61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基于“开阖枢”理论探析女性生殖节律及其临床价值 医药科学 周亚红 周亚红 陶国水 顾植山 陶国水 无锡市中医医院 

62 无锡市医学会 
Neural progenitor cell-derived nanovesicles promote hair follicle growth via 

miR-100 
医药科学 曹蕾 曹蕾 田田 黄渊柏 夏汝山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63 无锡市药师协会 PSMA靶向纳米给药系统特异性渗透血脑肿瘤屏障并协同治疗脑转移瘤 医药科学 倪江 倪江 缪彤彤 马苏 韩亮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苏州大

学 

64 
无锡市实验动物协

会 

Elesclomol靶向肌成纤维细胞凋亡抑制兔耳增生性瘢痕形成的作用及机

制 
农业科学 袁凤来 袁凤来   袁凤来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65 无锡市药学会 高特异性非阻断单域抗体 PET探针用于检测肿瘤 PD-L1的表达 医药科学 吕高超 吕高超 邱玲 李珂 林建国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66 无锡滨湖区科协 
基于自组装的 DNA四面体骨架检测 SARS-CoV-2 RdRp基因的熵驱动放

大电致化学发光生物传感器 
医药科学 范振强 范振强 姚博 丁月娣 谢敏浩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67 无锡市医学会 
TPGS-半乳糖修饰的聚多巴胺共递送一氧化氮供体和阿霉素的纳米颗粒

用于靶向化疗-光热治疗耐药性肝细胞癌 
医药科学 游庆军 杜紫晶 茆勇 张朋飞 游庆军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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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朋辈支持的 2型糖尿病自我管理干预的效果评估 医药科学 钱云 钱云 王璐 陈海 钱云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9 无锡梁溪区科协 YWHAZ interacts with DAAM1 to promote cell migration in breast cancer 医药科学 张岩 梅杰   张岩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70 无锡市医学会 经皮内镜经椎板间入路治疗下腰椎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应用价值 医药科学 高爱国 金祺 陆彬彬 周颖川 高爱国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

民医院骨科 

71 无锡滨湖区科协 一期游离皮瓣联合Masquelet内固定技术治疗胫腓骨开放性骨折 医药科学 康永强 康永强 吴永伟 马运宏 芮永军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72 无锡市医院协会 3D打印技术在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前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医药科学 卞琳杰 卞琳杰 陈义钢 巫丹萍 陈义钢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73 无锡市医院协会 骨缺损通过增强诱导膜成骨活性修复 医药科学 殷渠东 陆叶 
王健（共同

一作） 
 殷渠东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74 无锡惠山区科协 

Telemedicine for ear diseases with the smartphone otoscopes via WeChat in 

the COVID-19 era（在 COVID-19时代通过微信使用手机可视耳镜对耳部

疾病进行远程诊疗） 

医药科学 孟祥明 戴智勇 王洋洋 杭超 孟祥明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75 无锡江阴市科协 

CT-Guided 125I Brachy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fractory to  Conventional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A 
Pilot Study（CT引导的 125 I近距离放射治疗对常规经动脉化疗栓塞治疗
无效的肝细胞癌：一项初步研究） 

医药科学 徐新建 徐新建 丁逸文 潘天帆 黄祥忠 江阴市人民医院 

76 无锡市医学会 不同胎龄婴儿母乳中短链脂肪酸和中链脂肪酸含量及其在哺乳期的变化 医药科学 余仁强 戴昕悦 袁婷兰 张星河 余仁强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77 无锡市医学会 抗凝血酶Ⅲ活性对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医药科学 周学士 周学士   邱源旺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78 无锡梁溪区科协 
An Inter- and Intra-Subject Transfer Calibration Scheme for Improving 

Feedback Performance of Sensorimotor Rhythm -based BCI Rehabilitation 
医药科学 范春江 曹磊   范春江 无锡市康复医院 

79 无锡市医学会 

CCR4 i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and correlated with immune infiltrates in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CCR4是一种预后生物标志物，与

头颈部鳞状细胞癌的免疫浸润相关） 

医药科学 张义建 张义建 陈凯 李丽 张磊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80 无锡市医学会 

Estrogen-related receptor-α promotes gallbladder cancer development by 

enhancing the transcription of Nectin-4（雌激素相关受体 α通过增强

Nectin-4的转录促进胆囊癌进展） 

医药科学 王雷 王雷 杨蒙蒙 郭兴美 金慧涵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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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无锡市医院协会 三 D打印骨盆模型沿新骶髂螺钉通道植入螺钉的效果 医药科学 马运宏 马运宏 
王健（共同

一作） 
吴永伟 殷渠东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82 无锡市医学会 

TBC1D3 family i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and correlates with immune 

infiltration in kidney renal clear cell carcinoma(TBC1D3家族是肾透明细胞

癌预后标志物且与免疫浸润相关） 

医药科学 王北 王北 陈丹丹 华海应 王北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83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Association of serum IL-21 and vitamin D concentration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autoimmune thyroid disease（中国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儿血清

IL-21与维生素 D浓度的相关性） 

医药科学 邱婷 邱婷 蒋新液  章恒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84 无锡市心理学会 
Shared and Distinct Topologically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Pattern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医药科学 钱璐 钱璐 李赟 王瑶 柯晓燕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85 无锡市医学会 
Problem Solving Therapy Improves Effortful Cognition in Major Depression

（问题解决疗法可改善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努力认知） 
医药科学 江晨光 江晨光   周振和 无锡精神卫生中心 

86 无锡市医学会 戒烟 2小时对男性尼古丁依赖患者认知控制功能的影响 医药科学 薛艳玲 薛艳玲   周振和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87 无锡市医学会 

Identif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lncRNA AP000253 in occult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lncRNA AP000253在隐匿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中的鉴定

和表征） 

医药科学 陆忠华 陆忠华 
郝庆钦（共

同一作） 
 陆忠华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88 无锡市护理学会 序贯康复护理在前臂完全离断再植术后上肢功能恢复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医药科学 傅育红 傅育红 朱琳怡  傅育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89 无锡梁溪区科协 超低出生体重儿精细化照护培训方案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医药科学 唐云飞 唐云飞   胡晓静 无锡市儿童医院 

90 无锡市护理学会 
舒适护理有利于老年腰椎压缩性骨折术后疼痛感与负面情绪的降低、睡

眠质量的提高 
医药科学 钱宏 钱宏 

周竞奋（共

同一作） 
黄敏婷 陈琰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91 无锡市护理学会 
基于 PDCA的护理管理模式对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生活质量及并发症的

影响 
医药科学 周竞奋 周竞奋 

徐虹（共同

一作） 
蒋美玲 顾芳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92 无锡市护理学会 肺移植受者居家自我监测不依从原因的质性研究 医药科学 王玲玲 王玲玲 周海琴 王宝燕 蔡英华 无锡市人民医院 

93 无锡梁溪区科协 
中心静脉血管通路装置医用粘胶相关性皮肤损伤预防措施的最佳证据总

结 
医药科学 蔡佩源 蔡佩源   孙国珍 无锡市人民医院 

94 无锡市医学会 希氏束起搏与普通起搏术中患者射线暴露的比较 医药科学 刘晓宇 刘晓宇 张常莹 郑杰 王如兴 无锡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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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42篇） 
序

号 
申报单位 论文题目 所属专业 申报作者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通讯作者 申报作者单位 

1 无锡太湖学院科协 移动边缘计算环境下海量物联网设备的计算资源调度策略研究 电子信息 庞美玉 庞美玉 姚晓峰 耿淼 庞美玉 无锡太湖学院 

2 江南大学科协 
无额外小性假设的可压缩 Navier-Stokes-Poisson方程组的最佳时间衰减

估计 
理学 史维选 史维选   史维选 江南大学 

3 无锡滨湖区科协 设计多层石墨烯肖特基接触太阳能电池：理论效率极限和参数优化 理学 张欣 张欣   张欣 江南大学 

4 无锡市医师协会 

MicroRNA-1252-5p,regulated by Myb,inhibits invasion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by targeting 

NEDD9（Myb调控的MicroRNA-1252-5p通过靶向 NEDD9抑制胰腺癌

细胞的侵袭和上皮间质转化） 

医药科学 薛育政 薛育政 吴铁龙 盛颖玥 薛育政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5 无锡市医师协会 

Protective Effect of Spore Powder of Antrodia camphorata ATCC 200183 on 

CCl4-Induced Liver Fibrosis in Mice（樟芝（ATCC 200183）孢子粉对 CCl4

诱导的小鼠肝纤维化的保护作用） 

医药科学 任怡琳 任怡琳 李华祥 周灵稀 耿燕 江南大学 

6 无锡滨湖区科协 疏浚泥浆在线脱水的工艺设计及试验 土木建筑 高扬 高扬 杨栋 倪守高 高扬 
江苏东方生态清淤工程有限

公司 

7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过渡金属碳化物氮化物与碳纳米管杂化物的合成、结构、性质和应用 化工材料 余乐平 余乐平 周小红 路露 余乐平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8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Chip Appearance Defect Recognition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芯片外观缺陷识别算法） 
电子信息 王骏 王骏 周小萌 吴静静 王骏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9 无锡滨湖区科协 
Optimal Formation Configuration Analysis for Cooperative Localization 

System of Multi-AUV 
电子信息 屈俊琪 屈俊琪 李新光 孙功武 屈俊琪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10 无锡滨湖区科协 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毫米波雷达图像高压线检测方法 电子信息 熊伟 熊伟 罗旌胜 于超鹏 熊伟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雷华

电子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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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应用于可重构 FPGA的高可靠抗辐射 Push-Pull型 pFlash开关配置单元研

究 
电子信息 刘国柱 刘国柱 于宗光 肖志强 刘国柱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八研究所 

12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A twice curvature compensated voltage（一款双频率补偿兼具双曲率补偿的

电压基准） 
电子信息 刘锡锋 刘锡锋 杨仕伟 陆建恩 刘锡锋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3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芯片制造工艺对 D型锁存器微观结构和电学性能的影响机理研究 电子信息 马勇 马勇 虞勇坚 陆坚 马勇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八研究所 

14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Finite-Horizon H-Infinity Control for Time-Varying State-Saturated Systems 

under Stochastic Communication Protocol（随机通信协议下状态饱和时变

系统的有限时域 H∞控制） 

电子信息 黄可望 黄可望 潘丰  黄可望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5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A Compact Wideband Circularly Polarized Microstrip Slot Antenna with 

Parasitic Elements 
电子信息 夏晨辉 夏晨辉 尹文亭 黄志芳 刁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八研究所 

16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A Node-disjoint Trust-based Multipath Routing Mechanism for Multimedia 

Sensor Networks（多媒体传感器网络的节点不相交可信多径路由机制） 
电子信息 叶茜 叶茜 王玉斐 唐玉兰 叶茜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7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A 14-Bit2.8GS/s DAC with DTIRZ technique in 65 nm CMOS 电子信息 苏小波 苏小波 于宗光 蒋颖丹 苏小波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八研究所 

18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基于 Serv-U的外内网数据单向导入系统设计 电子信息 倪文龙 钱宏文 倪文龙 吴翼虎 倪文龙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八研究所 

19 无锡开放大学 高速高精度运动控制算法的研究与应用 电子信息 仲济磊 董辉 仲济磊 李华昌 仲济磊 无锡开放大学 

20 无锡滨湖区科协 Anonymous data collection scheme for cloud-aided mobile edge networks 电子信息 王安喜 王安喜 王晨 杨惠杰 沈剑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 

21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基于多目标跟踪 FANET网络的 UAV协同通信算法研究 电子信息 陆渊章 陆渊章 谢海燕 吉训生 陆渊章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2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An improved dynamic cooperative random drift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search history decision（基于搜索历史决策的改进动态

协同随机漂移粒子群优化算法） 

电子信息 赵吉 赵吉 傅毅 梅娟 赵吉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23 无锡滨湖区科协 基于 DRNN-S控制的 AUV三维轨迹跟踪方法 电子信息 周则兴 周则兴   周则兴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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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基于全复数型滤波器的三相锁相环技术 电子信息 何宇 何宇 漆汉宏 邓小龙 漆汉宏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5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一种频率、幅度可控的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设计 电子信息 韩前磊 韩前磊 孔祥艺  韩前磊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八研究所 

26 无锡太湖学院科协 基于有限时间观测器的离散系统混沌同步 电子信息 吴阳 吴阳   张建成 无锡太湖学院 

27 无锡新吴区科协 乘用车排气净化器热疲劳分析方法研究 电子信息 陈正国 陈正国   刘松雪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8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面向 SOC的 SRAM读出电路加固设计 电子信息 沈婧 沈婧 薛海卫 陈玉蓉 沈婧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八研究所 

29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Topology Control with Outage Probability Constraint in Wireless MIMO Ad 

Hoc Networks 
电子信息 张文健 张文健 汪菊琴  张文健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30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热插拔损伤电路的失效分析及整改 电子信息 高嘉平 高嘉平 王彬 司耸涛 高嘉平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3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科协 
基于大数据调度的 OMS配网一体化调控算法研究 电子信息 李瑞芬 李瑞芬 葛倩  李瑞芬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32 无锡滨湖区科协 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场景数据库系统设计与实现 电子信息 程晨 程晨 陆文杰 许浩新 程晨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33 无锡市工程师学会 声学测距非共点对 AUV水下导引影响研究 电子信息 曹俊 曹俊 何再明 徐伟哲 曹俊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34 无锡学院科协 基于改进 SVDD算法的池塘水质数据流异常检测 电子信息 施珮 施佩 匡亮 唐玥 施佩 无锡学院 

35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基于 SiP封装的 DDR3时序仿真分析与优化 电子信息 王梦雅 王梦雅 曾燕萍 张景辉 曾燕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八研究所 

36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基于 ASIC的并行流水线级联半带滤波器设计 电子信息 邵杰 邵杰 万书芹 任凤霞 邵杰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八研究所 

37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基于玻璃衬底的三维电感器件的仿真与实现 电子信息 王磊 王磊 惠科晴 薛恺 王磊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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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基于收缩理论的船舶动力定位自适应反步控制 电子信息 张玉芳 张玉芳 刘长德  张玉芳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39 无锡滨湖区科协 海上发射平台对冲击载荷的运动响应研究 机械电气 俞俊 俞俊 程小明 范垂中 俞俊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40 
无锡市机械工程学

会 
管路-船体耦合振动及水下声辐射研究 机械电气 吴江海 吴江海 尹志勇  孙玉东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41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基于数字孪生的新型四工位刀架设计 机械电气 赵飞 赵飞 侯星宇 王骏 赵飞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42 无锡梁溪区科协 柴油机电控单元国产化设计与测试 机械电气 张雷 张雷   宋国民 

一汽解放发动机事业部 前

瞻技术研究院，中国一汽无

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43 无锡市医学会 CT纹理分析在术前预测肠系膜上-门静脉侵犯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医药科学 张雷 陈昉铭 周永平 祁秀敏 张雷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44 无锡滨湖区科协 船舶空调系统及设备节能运行技术研究 机械电气 陈文华 陈文华 黄伟稀 梁赟 陈文华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45 
无锡市机械工程学

会 
人机工效在载人潜水器布局设计中的应用 综合 徐伟哲 叶聪 徐伟哲 刘帅 徐伟哲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46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对 A向蓝宝石晶片化学机械抛光的影响 机械电气 陈国美 陈国美 杜春宽  倪自丰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7 无锡市工程师学会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Investigations of Whipping Responses of a 

20,000TEU Ultra Large Container Carrier(20000箱超大型集装箱船砰击颤

振响应试验与计算研究) 

机械电气 冯乾栋 冯乾栋 温亮军 吴嘉蒙 

Carlos 

Guedes 

Soares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48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虚拟主轴同步控制策略在张力控制中的应用 机械电气 薛烨豪 薛烨豪 潘丰  薛烨豪 江南大学 

49 无锡太湖学院科协 基于可变折息因子 FIR滤波器的工业机器人驱动控制系统的故障检测 机械电气 王涛 王涛 张乐 方光辉 王涛 无锡太湖学院 

50 无锡市工程师学会 柴油机后处理多目标优化方法研究 机械电气 任学成 任学成 吴峰胜 陈勤学 任学成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

柴油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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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无锡梁溪区科协 基于飞秒激光的喷油嘴喷孔加工技术研究 机械电气 宋国民 宋国民   吴欲龙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52 
无锡市机械工程学

会 
某型燃气轮机试验台进气盐雾系统设计及试验验证研究 机械电气 魏昌淼 魏昌淼   魏昌淼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

〇三研究所无锡分部 

53 
无锡市机械工程学

会 
内膛损伤枪管膛口扰动参数研究 机械电气 沈超 沈超   周克栋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54 
无锡市机械工程学

会 
采用法兰螺栓连接的大直径耐压舱段结构设计方案研究 机械电气 邱昌贤 邱昌贤   邱昌贤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55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圆柱齿轮刮齿加工中的高效切削力预测方法研究 机械电气 彭桂枝 彭桂枝 李国庆  彭桂枝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56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声子晶体结构板件在车内噪声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机械电气 何宇漾 何宇漾   何宇漾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7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配电台区电能质量问题的混合补偿的研究 机械电气 成静红 成静红 成静红 粟忠来 成静红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8 无锡市工程师学会 中锰钢中原奥氏体晶粒尺寸对马氏体相变的影响 机械电气 杜鹏举 杜鹏举 吴迪  杜鹏举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59 无锡宜兴市科协 快堆燃料组件包壳管用 15-15Ti不锈钢的热塑性 机械电气 高佩 高佩   高佩 江苏银环精密钢管有限公司 

60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模具螺旋式冷却系统热效率的理论分析 机械电气 黄延平 谢建平   黄延平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61 无锡惠山区科协 新型微波加热转轮除湿系统再生特性研究 机械电气 万鑫 万鑫 张学海  万鑫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62 江南大学科协 

Design of fuzzy system-fuzzy neural network-backstepping control for 

complex robot system（复杂机器人系统的模糊系统-模糊神经网络-反演控

制设计） 

机械电气 郑坤明 郑坤明 张秋菊 胡友民 郑坤明 

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江

苏省食品先进制造装备技术

重点实验室、华中科技大学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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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科协 

基于动态耦合系数辨识和阻抗匹配网络的WPT系统最大效率跟踪控制

方法 
机械电气 刘媛媛 刘媛媛 冯宏伟  刘媛媛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64 无锡惠山区科协 
An Improved SOC Balancing Strategy for HVDC Modular Energy Storage 
System Based on Low Bandwidth Communication With Enhanced Current 
Regulation Accuracy 

机械电气 毕恺韬 毕恺韬   樊启高 江南大学 

65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科协 

Finite-time H∞ consensus filtering of 2D distributed parameter systems with 

randomly occurred nonlinearities 
机械电气 钱学明 钱学明   钱学明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66 无锡市力学学会 聚硅氧烷硅胶的黏超弹性力学行为研究 机械电气 黄锐宇 黄锐宇 于培师 刘禹 于培师 江南大学 

67 无锡市工程师学会 9Ni钢板及焊接接头低温韧性研究 机械电气 于雄 于雄 徐伟 高亮 于雄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68 无锡学院科协 City-Scale Distance Sensing via Bispectral Light Extinction in Bad Weather 电子信息 赵东 赵东 
Yuta 

Asano 
谷林 Imari Sato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9 无锡学院科协 
Robust Aerodynamic Shape Optimization Using a Novel Multi-objective 
Evolutionary Algorithm coupled with Surrogate Model（基于多目标进化算
法和代理模型的气动稳健优化设计） 

机械电气 田旭 田旭 李杰  李杰 西北工业大学 

70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科协 
绳驱动仿腕关节的绳索拉力分布和动力学分析 机械电气 桂和利 桂和利 王兆东 曹毅 桂和利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71 无锡太湖学院科协 含分数阶惯容器隔振系统的临界阻尼设计 机械电气 陈炎冬 陈炎冬 徐俊 王芃 陈炎冬 无锡太湖学院 

72 无锡市创造学会 
2D/2D g-C3N4/BiVO4促进光生电荷传输和显著提升 CO2转化性能的研

究 
理学 史海峰 陆梦非   史海峰 江南大学 

73 无锡市创造学会 
带有势函数的二维时空分数阶薛定谔方程的不规则网格有限元算法及其

误差分析 
理学 范文萍 范文萍   蒋晓芸 江南大学 

74 无锡市水产学会 Ccr-lncRNA172145靶向miR-206在锦鲤体色调控中的作用初探 农业科学 罗明坤 罗明坤 王兰梅 朱文彬 董在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

业研究中心 

75 无锡滨湖区科协 南海某岛礁台风浪实测分析 理学 蔡志文 蔡志文 陈文炜 刘小龙 蔡志文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76 江南大学科协 活性乳清蛋白组分在乳粉加工过程中的变化规律 农业科学 刘要卫 刘要卫 张文锦 韩彬松 周鹏 江南大学 

77 无锡滨湖区科协 
饲料赖氨酸水平对草鱼生长性能、全鱼组成及糖代谢、脂代谢相关基因

表达的影响 
农业科学 黄东宇 黄东宇 梁化亮  任鸣春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

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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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江南大学科协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pricing with consumer network acceptance in a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基于消费者网络接受度的差异性产品双渠道供

应链定价） 

综合 刘勇 刘勇 李娇 任雯雯 刘勇 江南大学 

79 无锡市力学学会 
Modulating mechanical anisotropy of two-dimensional materials by 

controlling their defects 
理学 董淑宏 董淑宏 夏雨轩 黄锐宇 赵军华 江南大学 

80 无锡市工程师学会 双模块科学试验平台系泊系统性能分析 综合 倪歆韵 倪歆韵 程小明 吴波 倪歆韵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81 无锡惠山区科协 大数据技术对农产品产销一体化的影响和实现路径研究 农业科学 杜荣良 杜荣良 蔡烁  杜荣良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82 江南大学科协 
一种使用两个同尺寸方形金属片构筑的双频带太赫兹超材料吸收器及其

在折射率传感应用方面的研究 
理学 王本新 王本新 何原昊 娄鹏程 王本新 江南大学 

83 无锡学院科协 
Climatology of Passive Microwave Brightness Temperatures in Tropical 

Cyclone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Storm Intensities as Seen by FY-3B/MWRI 
理学 钱博 钱博 

Haiyan 

Jiang 
 

Fuzhong 

Weng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灾害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气候与

环境变化国际合作联合实验

室/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与评

估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气象

局气溶胶与云降水重点开放

实验室;佛罗里达国际大学

地球与环境系；中国气象局

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 

84 无锡江阴市科协 猪肺炎支原体中空纤维膜浓缩纯化工艺研究 农业科学 车巧林 车巧林 董彦鹏 耿晓眉 车巧林 
江苏南农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85 无锡市力学学会 水在不同几何形状纳米受限通道中的流动 机械电气 许徐君 许徐君 赵艳艳 王吉成 魏宁 江南大学 

86 无锡市力学学会 

Dynamic stiffness approach to vibration transmission within a beam structure 

carrying spring–mass systems（含弹簧质量块的组合桁架结构振动传递动

刚度法研究） 

理学 李慧 李慧 殷学文  殷学文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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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无锡市现场统计研

究会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Algorithm for Time-delay Output-error Models 

Based on Finite Impulse Response Method 
理学 浦琰 浦琰   陈晶 江南大学 

88 江南大学科协 养殖户风险偏好度量的潜在偏误-基于实验经济学和量表法的对比研究 农业科学 王建华 王建华 布玉婷 杨晨晨 王建华 江南大学商学院 

89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On the Structure of Chief Factors of Finite Groups with Mp-Supplemented 

Subgroups（关于有限群主因子的结构与mp可补充子群） 
理学 汤菊萍 汤菊萍 高百俊 张佳 高百俊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90 无锡学院科协 

Process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rmoplastic corn starch-based film/paper 

composites containing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含微晶纤维素的热塑性玉

米淀粉基薄膜/纸张复合材料的制备和表征） 

农业科学 陈杰 陈杰 龙柱 窦畅 龙柱 无锡学院 

91 无锡学院科协 
Energy eco-efficiency:Is there any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综合 彭本红 彭本红 王圆缘  王圆缘 无锡学院 

92 无锡市创造学会 大气湍流中纠缠轨道角动量量子态的相位相关弧长与普遍衰减规律 电子信息 朱云 杨东辉 胡征达 王帅领 朱云 江南大学 

93 江南大学科协 黑麦 B染色体功能蛋白的鉴定及功能分析 理学 马伟 马伟 
刘昭军（共

同一作） 

Sebastian 

Beier 
马伟 江南大学 

94 
无锡市实验动物协

会 
高酶活多菌种强化麦曲制造及其在黄酒酿造中的应用 农业科学 余培斌 余培斌 杜晶 曹春蕾 吴殿辉 江南大学 

95 无锡市水产学会 水稻-扣蟹综合种养对水体环境影响的动态规律研究 农业科学 刘颖 刘颖 何俊 殷文健 张宪中 无锡市水产畜牧推广中心 

96 无锡市创造学会 基于开口矩形环超构表面的高性能太赫兹涡旋产生器件 理学 王继成 成楷湘 胡征达 王依晴 王继成 江南大学 

97 无锡市数理学会 奇 A核对关联相变的热力学性质研究 理学 颜涛 颜涛 林彦龙  刘朗 江南大学理学院 

98 江南大学科协 基于边距的判别性嵌入稀疏矩阵回归图像监督特征选择 电子信息 陈秀宏 陈秀宏 陆赟 张俊 陈秀宏 江南大学 

9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城市绿地典型植被群落凋落物存留特征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农业科学 章志琴 章志琴 李燕燕 王宛茜 章志琴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00 无锡市水产学会 低渗条件下中华绒螯蟹大眼幼体发育及免疫应答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 农业科学 王美垚 王美垚   唐永凯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

业研究中心 

101 无锡市工程师学会 梢隙尺度对梢隙涡结构和湍流统计量的影响：直接数值模拟研究 理学 刘建华 尚文强 李栋 罗坤 刘建华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102 无锡市力学学会 Green function of steady forward speed with ice cover 理学 郝立柱 郝立柱 潘子英  郝立柱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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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江南大学科协 
大肠杆菌中建立生长偶联的多层动态调控网络调节丙二酰-CoA代谢强化

柚皮素合成 
理学 周胜虎 周胜虎 

Shuo-Fu 

Yuan 

Priya H. 

Nair 
周景文 江南大学 

104 无锡学院科协 II型射电暴分类及其与太阳高能粒子事件的关系 理学 丁留贯 朱聪   丁留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无锡学院） 

105 无锡江阴市科协 缓释肥对江阴市小麦产量、效益和肥料农学利用率的影响 农业科学 袁月星 袁月星 仇美华 薛莉 袁月星 江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06 无锡市水产学会 我国养殖中华绒螯蟹中磺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残留情况和膳食风险分析 综合 方龙香 方龙香 黄铢玉 范立民 宋超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

业研究中心 

107 无锡市园艺学会 不同性能太阳能诱虫灯对茶园茶尺蠖的诱杀效果初探 农业科学 刘华 刘华 梅菊芬 徐建陶 刘华 无锡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08 江南大学科协 定向进化提高环糊精葡萄糖基转移酶（CGTase）在大肠杆菌中的产量 理学 陶秀梅 陶秀梅 宿玲恰 王蕾 吴敬 江南大学 

109 无锡梁溪区科协 基于雷达图的企业资源配置和谐度计量模型构建 综合 严志华 严志华   严志华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110 无锡市林学会 梅花幼树根景造型技术 农业科学 李燕 李燕 蒋巧根 商亭悦 李燕 无锡市林业总站 

111 无锡市园艺学会 
2%虫菊•印楝素可溶液剂对茶树上茶小绿叶蝉的田间防治效果/果桑菌核

病防治药剂的筛选及评价 
农业科学 徐建陶 徐建陶 石磊 刘华 徐建陶 宜兴市茶果指导站 

112 无锡市力学学会 原子结构诱导的钯-水界面热导的显著差异：分子动力学模拟 机械电气 李善臣 李善臣 陈阳 赵军华 魏宁 江南大学 

113 江南大学科协 基于 CO2等离子体的聚四氟乙烯表面改性技术及润湿性能研究 化工材料 林良良 林良良 芮立晨 李承东 林良良 江南大学 

114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Diarylamino-substituted perylene compound:synthesis,fuorescence,  and 

application in yellow LEDs 
化工材料 施红 施红 孟茹 朱森强 刘睿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15 无锡市创造学会 石墨烯包裹的蚕丝在红外线区域的应用 理学 史丽弘 史丽弘 黄杨 高雷 史丽弘 江南大学 

116 无锡滨湖区科协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Edge Crack of Advanced High-Strength Steel 

Considering Blanking Induced Damage（考虑冲裁损伤的先进高强度钢边缘

破裂的数值模拟研究） 

化工材料 于翔宇 于翔宇 陈军 张博文 陈军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117 无锡市药学会 
硒代苯磺酸酯与（溴二氟甲基）三甲基硅烷参与的亲核取代反应：无金

属条件下溴二氟甲基硒醚类化合物的简便、高效合成 
化工材料 方毅 方毅 李欣 刘春仪 陈正平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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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高应变率下挤压态 EW75镁合金动态拉伸性能与组织演变 化工材料 于金程 于金程 宋波 夏大彪 于金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19 无锡学院科协 
Go enhanced, irradiation cross-linked UHMWPE nanocomposites with 

increased hardness and scratch resistance 
化工材料 韩基泰 韩基泰 武美萍 段为朋 韩基泰 无锡学院 

120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Self-Assembly of Surface-Functionalized Ag1.8Mn8O16 Nanorods with 

Reduced Graphene Oxide Nanosheets as an Efficient Bifunctional 

Electrocatalyst for Rechargeable Zinc-Air Batteries 

（Ag1.8Mn8O16/rGO复合材料及其在锌空电池中的应用） 

化工材料 堵国君 堵国君 宗云 刘小钢 刘昭林 

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材料研究院；江阴职

业技术学院 

121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科协) 

Large admicelles on superparamagnetic polystyrene nanoparticles as a novel 

adsorbent（含有大表面胶束的新型吸附剂-改性磁性聚苯乙烯纳米粒子） 
化工材料 王丽聪 王丽聪 沈澄英  曹玉华 

1 江南大学 2 江阴职业技

术学院 

122 无锡市创造学会 基于石墨烯双曲超材料中自旋霍尔效应的亚波长光束的动态调控 理学 王跃科 苏增平 王跃科 石航宇 王跃科 江南大学 

123 
无锡市土木建筑工

程学会 
洁净室大跨度生产区气流和温度特性研究 土木建筑 董连东 董连东   董连东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124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n0.3Zn0.7Fe2O4 ferrite with sol-gel 

combustion method(溶胶-凝胶/燃烧合成法制备Mn0.3Zn0.7Fe2O4铁氧体

粉体及其微波电磁性能) 

化工材料 张晶 张晶   张晶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25 江南大学科协 
具有多层级阻抗梯度结构的聚酰亚胺基石墨烯复合泡沫的微波吸收性能

研究 
化工材料 王子成 蒲磊 李双双 张亚伟 王子成 江南大学 

126 江南大学科协 
多壁碳纳米管和聚吡咯修饰三聚氰胺泡沫基定形相变复合材料的制备与

光/电-热能转换和存储性能 
化工材料 蔡以兵 杜明玥   蔡以兵 江南大学 

127 无锡市力学学会 描述探针针尖与石墨烯摩擦和粘附耦合关系的类椭圆方程 机械电气 花安平 花安平 李志辉 张子越 赵军华 江南大学 

128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评估碳纳米管和石墨烯均一性的高效表征方法 理学 赵伟 赵伟 柳鹏 姜开利 柳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十八研究所 

129 无锡市力学学会 氧化石墨烯薄膜中的热传输机制研究 机械电气 杨毅 杨毅 钟丹 刘益伦 魏宁 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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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无锡市土木建筑工

程学会 
岩土工程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理念与实践 土木建筑 陈家冬 陈家冬 别小勇 汪小健 吴亮 

无锡市大筑岩土技术有限公

司，江苏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131 
无锡市勘察设计协

会 
基于有限元方法的钢板桩支护基坑隆起计算 土木建筑 朱怡 朱怡   朱怡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132 
无锡市测绘地理信

息学会 
智慧城市背景下市级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模式探讨 机械电气 张寅 张寅 何蕙 袁庆锋 张寅 无锡市曦晨测绘有限公司 

133 
无锡市勘察设计协

会 
MBR系统设备运行维护要点 综合 张万里 张万里 陈晓光 程文 张万里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134 无锡市力学学会 
基于分子动力学模拟和简化理论模型的螺旋石墨烯拉伸行为和可逆性研

究 
机械电气 朱春华 朱春华 纪加超 张子越 赵军华 江南大学 

135 
无锡市土木建筑工

程学会 
水厂活性炭滤池换炭方式对生产运行的影响 土木建筑 吴瑾妤 吴瑾妤 石鲁娜 焦洁 吴瑾妤 无锡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36 无锡宜兴市科协 新型微动力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性能研究 综合 刘贵祥 刘贵祥   王立 瑞盛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137 
无锡市勘察设计协

会 
新一轮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中脱氮滤池工艺应用要点分析 综合 胡邦 胡邦   李激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138 无锡滨湖区科协 山体生态系统性修复的对策研究 土木建筑 陈颖异 陈颖异   陈颖异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139 
无锡市土木建筑工

程学会 
砂滤池石英砂附着红色物质的成分分析和对策初探 土木建筑 胡淑圆 胡淑圆 笪跃武 石鲁娜 胡淑圆 无锡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40 
无锡市土木建筑工

程学会 
UV/O3-Na2S2O8处理活性炭再生冷凝废水效能及机理 综合 王燕 邹吕熙 陈亚丽 李激 茆林凤 江南大学 

141 
无锡市勘察设计协

会 
地铁盾构区间下深埋污水管计算分析 土木建筑 陈爱英 陈爱英   陈爱英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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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无锡市勘察设计协

会 
改善既有钢箱梁桥受力性能的探讨 土木建筑 顾正涛 顾正涛   顾正涛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3 
无锡市勘察设计协

会 
公路快速化改造主线高架桥选型分析 综合 张炜 张炜   张炜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4 
无锡市勘察设计协

会 
大跨径组合梁斜拉桥极限承载能力分析 土木建筑 蒋皓 蒋皓   蒋皓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5 
无锡市勘察设计协

会 
探究工业遗产社区化利用之策略 土木建筑 宋晴升 宋晴升 郝靖欣  郝靖欣 

无锡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146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人居环境整治视野下新型农村景观规划设计研究 综合 王文婷 王文婷   王文婷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47 
无锡市勘察设计协

会 
大直径顶管施工对既有地铁区间隧道的影响分析 土木建筑 刘刚 刘刚 孙逸文 冯成军 刘刚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148 
无锡市土木建筑工

程学会 
超高异形建筑外立面改造项目脚手架的设计 土木建筑 费夏炎 费夏炎 温科 姚凯 费夏炎 江苏速捷模架科技有限公司 

149 无锡学院科协 Urban rail transit line and station planning optimization based on GIS 理学 尹静秋 赵阳 徐嘉露  尹静秋 无锡学院 

150 无锡滨湖区科协 细胞因子风暴调节剂 NF-κB p50的熵驱动电化学发光超灵敏检测策略 医药科学 张凯 张凯 范振强 姚博 谢敏浩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15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科协 

Variable selection from a feature representing protein sequences: a case of 

classification on bacterial type IV secreted effectors 
电子信息 张健 张健 闾立新 陆冬磊 赵旭东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152 无锡市药师协会 

Comparison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Pseudostellariae Radix with 

Different Dosage Forms Based on HPLC-Q-Exactive Orbitrap/MS Combined 

with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医药科学 华愉教 华愉教 刘晓媛  谢芬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53 无锡江阴市科协 
网络药理学策略研究黄芪细辛汤对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药理作用及循证医

学方法验证 
医药科学 夏清青 夏清青   张宇锋 江阴市中医院 

154 无锡市医院协会 

LncRNA FEZF1-AS1 Promotes Multi-Drug Resistance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via Upregulating ATG5（LncRNA FEZF1-AS1通过上调 ATG5促进

胃癌细胞多重耐药） 

医药科学 桂治府 桂治府 
孙琦（共同

一作） 

赵振国（共

同一作） 
匡玉庭 江阴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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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无锡宜兴市科协 应用以“钛笼”为基座的三层一体化支架修复山羊膝关节软骨缺损的研究 医药科学 翟晨骏 翟晨骏   范卫民 江苏省人民医院 

156 无锡梁溪区科协 基于电化学适配体传感器技术检测乳腺癌患者血清可溶性 CD44 医药科学 周洁 周洁   陈道桢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157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科协 

Automatic Bone Age Assessment of Adolescents Based on 

Weakly-Supervised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电子信息 李克新 李克新 张敬哲 孙云飞 李克新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158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Chemicalome and metabolome profiling of Chai-Gui Decoction using an 

integrated strategy based on UHPLC-Q-TOF-MS/MS analysis（基于

UHPLC-Q-TOF-MS/MS综合分析策略对柴归汤进行化学组和代谢组分

析） 

医药科学 朱红俊 朱红俊 
畅文琦（共

同一作） 
周春刚 陆曙 无锡市中医医院 

159 无锡市医学会 
An Efficient Multiple Kernel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Model for Assessing 

Dry Weight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医药科学 杜爱燕 过骁忆 周薇 石彬 杜爱燕 无锡市人民医院 

160 无锡市医学会 
磷脂酶 A2受体自身抗体作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相关肾病的新型血

清学生物标志物的临床研究 
医药科学 胡志刚 黄飚   胡志刚 无锡市儿童医院 

161 无锡市药学会 生物素修饰的近红外荧光探针用于肿瘤特异性成像研究 医药科学 谢敏浩 李航 王秀婷 缪银杏 谢敏浩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162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八段锦对 42例胃肠道恶性肿瘤术后康复期患者癌因性疲乏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 
医药科学 许陶 许陶 陈乐 金春晖 张晓群 无锡市中医医院 

163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基于五运六气理论的无锡地区手足口病发病与“六气”相关性研究 医药科学 孔令豪 孔令豪 沈元 孔令晶 陶国水 
南京中医药大学无锡附属医

院 

164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司天“六气方”组方原则初探 医药科学 陈冰俊 陈冰俊 陶国水  陆曙 
无锡市中医医院、无锡市龙

砂医学流派研究院 

165 无锡市医学会 ESRP1蛋白的缺失阻碍小鼠卵母细胞发育并导致雌性不育 医药科学 周坚 余璐萍   周坚 无锡市儿童医院 

166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无锡市温度与手足口病发生的剂量-反应评价及城乡差异、人口集聚方式

的修饰效应：一项分布滞后非线性分析 
医药科学 朱晶颖 朱晶颖 石平 周伟杰 丁新良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7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2014年-2018年无锡市诺如病毒暴发的流行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医药科学 施超 耿倩 沈元 高洁 施超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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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无锡梁溪区科协 
基于 PET示踪的 89Zr/壳聚糖修饰多功能脂质体靶向治疗三阴性乳腺癌

的研究 
医药科学 杨蕊 杨蕊   陈道桢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169 无锡市药学会 具有谷胱甘肽耗竭功能的 5-氨基乙酰丙酸衍生物类光敏剂的制备及应用 医药科学 李珂 李珂 刘清竹 邱玲 林建国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170 无锡市医学会 阿托伐他汀通过抑制焦亡和神经炎症改善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伤 医药科学 陈军辉 陈军辉 张春雷 鄢腾峰 王玉海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

四医院神经外科 

171 无锡滨湖区科协 
H2S供体二烯丙基三硫化物通过靶向 AKT-SOX2轴损害甲状腺未分化癌

细胞的干细胞表型并恢复其甲状腺特异性基因的表达 
医药科学 张莉 张莉 徐石宸 程献 张莉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172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从《痢疾明辨》探析龙砂医家吴士瑛五运六气临证经验 医药科学 陶国水 陶国水 顾植山  陆曙 
南京中医药大学无锡附属医

院 

173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扶正活萎汤治疗气虚络瘀型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研究 医药科学 马学慧 马学慧 沈旦蕾 张征波 过忆 无锡市中医医院 

174 无锡市医学会 
CX3CL1招募自然杀伤细胞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并加重广州管圆线虫感染

小鼠脑损伤 
医药科学 陈爱玲 张戎 缪婷婷 秦敏 陈爱玲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175 无锡滨湖区科协 
Molecular Epidemiology and Risk Factors of Blastocystis sp. Infections 

Among General Populations in Yunnan Province, Southwestern China 
医药科学 邓瑶 邓瑶 张顺先 田利光 汪伟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

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176 无锡市药师协会 
Importance of OATP1B1 and 1B3 in the Liver Uptake of Luteolin and Its 

Consequent Glucuronidation Metabolites 
医药科学 袁媛 智慧 

袁媛（共同

一作） 
张存珍 阮建清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177 无锡市药学会 
一种新的基于 γ-谷氨酰转肽酶胞内自组装 18F标记探针增强肿瘤 PET成

像研究 
医药科学 林建国 叶思琴 王世杰 高顶耀 林建国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178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基于复杂网络的名老中医治疗肺癌用药个性化差异比较 医药科学 申刚磊 申刚磊 金春晖 倪依群 胡孔法 
南京中医药大学无锡附属医

院 

179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芳香类中药在癌痛中医外治处方中的应用规律 医药科学 朱晓丹 朱晓丹 龚时夏 耿雨晴 金春晖 无锡市中医医院 

180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刘氏正骨方 2号对过表达 Sclerostin腺病毒转染后 BMSCs促成骨分化的

影响 
医药科学 俞云飞 俞云飞 王建伟 冯骅 吴毛 无锡市中医医院 

181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张简斋化裁活用栝楼薤白剂治疗外感病初探 医药科学 季红健 季红健 陆丽丹  胡瑶 无锡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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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无锡市医学会 血糖波动通过 PKCα/NF-κB/MuRF1通路加剧血管 BK通道损伤 医药科学 张桢烨 张桢烨 钱玲玲 王宁 王如兴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

医院 

183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方舱医院是中国武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种大健康方法 医药科学 王克伟 王克伟 黄建 王华 程洋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84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无锡市大气能见度与流感发生的关联性研究 医药科学 刘娟 刘娟 陈恩品 张琦 施超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85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男男性行为人群中男性性工作者 HI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医药科学 孟晓军 陈恩品 尹寒露 顾静 孟晓军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86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江苏省无锡市2015-2019年白纹伊蚊对5种常用卫生杀虫剂的抗药性发展

趋势 
医药科学 邹亚明 邹亚明 兰策介 刘蕴华 朱丁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87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2019年江阴市重点职业病监测情况分析与防控对策 医药科学 陈献文 陈献文 张捷  冯鸿义 江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88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无锡市医疗机构医用织物卫生现况调查 医药科学 游颖琦 游颖琦 朱丁 王荷生 游颖琦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89 
无锡市实验动物协

会 
王不留行黄酮苷壳聚糖纳米颗粒的制备、表征及促伤口愈合作用 医药科学 侯豹 侯豹 戚梦婷 孙姜楠 邱丽颖 江南大学 

190 无锡市医学会 基于熵驱动扩增的超灵敏可视化miRNA检测新方法研究 医药科学 朱莎 朱莎   冯宁翰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191 无锡市医学会 
环状 RNA circPARP4通过竞争性吸附miR-125a-5p调控下游靶点 FUT4

促进胶质母细胞瘤恶性增殖 
医药科学 周劲旭 周劲旭 王洪祥 洪帆 初君盛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

神经外科 

192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从《本草经解要》浅析龙砂医家姚球药物气化理论学术思想 医药科学 彭健 彭健 陶国水  陆曙 无锡市中医医院 

193 无锡市医学会 舌下神经病变：3D IR准备的快速 SPGR高分辨率 3T MRI序列的作用 医药科学 耿承军 耿承军 陆泽华 宣璐璐 储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〇四医院 

194 无锡市药学会 感冒清热颗粒中 4种成分的 LC-MS/MS定性分析及 HPLC含量测定 医药科学 沈倩 沈倩 沈晓燕 刘晓瑜 沈倩 
无锡市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

心 

195 无锡市药师协会 

The Economic Research of Arsenic Trioxide for the Treatment of Newly 

Diagnosed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in China（三氧化二砷治疗中国初

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药物经济学研究） 

医药科学 陈锡创 陈锡创 郑盼盼 尤晓红 洪远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196 无锡市医学会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与慢性肾脏病的临床研究 医药科学 孙旦芹 孙旦芹 金燕  郑明华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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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致病性弧菌和类志贺邻单胞菌的快速检测多重 PCR法 医药科学 管红霞 管红霞 薛盼盼 周海健 张京云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8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2004-2018年无锡市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流行病学特征

分析 
医药科学 尹寒露 尹寒露 王旭雯 孟晓军 顾静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9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选择性薄膜电导率法测定水中总有机碳的方法学研究 医药科学 周小新 周小新 孟元华 周虹 刘文卫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0 无锡江阴市科协 
Formulation optimization and in vitro antibacterial ability investigation of 

azithromycin loaded FDKP microspheres dry powder inhalation 
医药科学 虞桂平 汪潜云 葛亮 王璐 虞桂平 江阴市人民医院 

201 无锡市医学会 P-Rex1协同 TGFβ2在肺纤维化中驱动肺成纤维细胞的迁移 医药科学 常艳华 梁倾 常艳华 刘静 常艳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

医院 

202 无锡市药学会 
两种剂量 6-OHDA诱导的大鼠 PD模型的 VMAT2 microPET显像研究及

与生物学、行为学分析 
医药科学 唐婕 唐婕 徐颖姣 刘春仪 陈正平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203 无锡市医学会 
18F-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检测Wistar大鼠动脉血管壁炎性

病变 
医药科学 沈史伟 沈史伟 李红卫 葛颂 陆昀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04 无锡新吴区科协 老年性骨质疏松症中医证候分布规律研究 医药科学 邱峰 邱峰 张贤 尹恒 张贤 无锡市新吴区中医医院 

205 无锡太湖学院科协 
可诱导共刺激分子及相关细胞因子在细粒棘球蚴感染小鼠免疫调控中的

作用 
医药科学 杨晨晨 杨晨晨 张继秀 魏琴 姜涛 无锡太湖学院 

206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2015年江苏省前列腺癌发病与死亡及 2006-2015年变化趋势分析 医药科学 杨志杰 杨志杰 王璐 钱云 周金意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7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碱直接稀释-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快速测定全血碘含量 医药科学 孟元华 孟元华 徐志飞 顾妍丽 龚燕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8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固相萃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水中 6种三嗪类除草剂 医药科学 吴宇伉 吴宇伉 徐银菊 王晓嫚 徐志飞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9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SAS宏在健康素养监测数据管理中的应用 医药科学 潘俊霞 潘俊霞 马文娟 须凡帆 潘俊霞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10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半夏白术天麻汤合桃红四物汤加味治疗后循环缺血眩晕痰瘀内阻证的疗

效研究 
医药科学 赵义纯 赵义纯 任扬  陆曙 无锡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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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无锡市实验动物协

会 

TREM1 Blockade Ameliorates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Acute Intestinal 

Dysfunction through Inhibiting Intestinal Apoptosis and Inflammation 

Response 

医药科学 沈丽娟 沈丽娟 周永华  吴锡平 
无锡市中医医院；江苏省血

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212 无锡宜兴市科协 宜兴市新装修居室内空气污染状况及影响因素 医药科学 钱培军 钱培军   钱培军 宜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13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移动流行区间法在评估江苏省流感流行强度中的应用研究 医药科学 钱程 钱程 戴启刚 许可 藿翔 江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14 
无锡市实验动物协

会 
隔日禁食对MPTP诱导帕金森病小鼠的保护作用研究 医药科学 张博枰 张博枰 周芝兰 徐一诺 崔春 江南大学 

215 
无锡市实验动物协

会 

The autistic-like behaviors development during weaning and sexual 

maturation in VPA-induced autistic-like rats is accompanied by 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农业科学 孔庆敏 孔庆敏 田培郡 赵建新 王刚 江南大学 

216 无锡市药学会 UPLC法测定维 C银翘片中 6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医药科学 周亚菁 周亚菁 沈于兰  周亚菁 
无锡市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

心 

217 无锡滨湖区科协 微环境因素对钉螺生存、繁殖和分布的影响 医药科学 冯云 冯云 
刘毛毛（共

同一作） 
 杨坤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218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2012-2018年江阴市新发尘肺的流行病学特点 医药科学 张捷 张捷 冯鸿义  严峥 江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19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中国儿童家长 EV71疫苗的接种意愿及影响因素Meta分析 医药科学 李骏 李骏 顾敏华 姚建香 李骏 江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20 无锡市医学会 
Inhibition of connexin 43 attenuates oxidative stress and apoptosis in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医药科学 马加威 马加威 嵇丹丹 李倩倩 罗亮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21 无锡市医学会 
MicroRNA-148a-3p alleviates high glucose-induced diabetic retinopathy by 

targeting TGFB2 and FGF2 
医药科学 王继红 王继红 姚勇 王科蕾 王继红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222 无锡市药师协会 
MTNR1B rs10830963基因多态性对那格列奈治疗汉族 2型糖尿病患者疗

效的影响评价 
医药科学 宋金方 宋金方 张洁 张明珠 

Naveed 

Ullah 

Khan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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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无锡市医院协会 

Enhanced Anti-Glioma Efficacy by Borneol Combined With CGKRK 

Modified Paclitaxel Self-Assembled Redox-Sensitive Nanoparticles（冰片联

合 CGKRK肽修饰的紫杉醇自组装氧化还原响应性纳米粒增强抗胶质瘤

疗效） 

医药科学 吕玲燕 吕玲燕 李新瑞 钱伟 辛洪亮 江阴市人民医院 

224 无锡市医院协会 

Surface PEGylated Cancer Cell Membrane-Coated Nanoparticles for 

Codelivery of Curcumin and Doxorubicin for the Treatment of Multidrug 

Resistant Esophageal Carcinoma（表面聚乙二醇化癌细胞膜包裹纳米颗粒

共递送姜黄素和阿霉素治疗多重耐药食管癌） 

医药科学 刘鹏飞 高昳 朱越 徐宵鹏 刘鹏飞 江阴市人民医院 

225 无锡市药学会 新型非双膦酸类 FPPS抑制剂的基于结构虚拟筛选及生物学评价 医药科学 刘清竹 刘清竹 吕高超 李珂 林建国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226 无锡市医院协会 

Nanotoxic effects of silver nanoparticles on normal HEK-293 cells in 

comparison to cancerous HeLa cell line（银纳米颗粒对正常 HEK-293细胞

和 HeLa宫颈癌细胞的纳米毒性作用） 

医药科学 刘雄伟 刘雄伟 单魁中 邵夏霞 邓立春 江阴市人民医院 

227 无锡市医学会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and Molecular Docking of a Kunitz-Like 

Trypsin Inhibitor,Kunitzin-AH,from the Skin Secretion of Amolops 

hainanensis 

医药科学 陈雨青 陈雨青   Hang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澳门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 

228 无锡滨湖区科协 
辣椒素绕过 TSH-TSHR通路上调甲状腺未分化癌细胞中钠碘协同转运体

表达以诱导其重新分化的机制研究 
医药科学 徐石宸 徐石宸 程献 吴静 张莉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229 无锡江阴市科协 来自脂肪干细胞的外泌体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潜在靶点 医药科学 陈昌红 王善正 贾军  陈昌红 江阴市中医院 

230 无锡市预防医学会 1990-2016年中国期望寿命的模式和变化趋势分析 医药科学 陈海 陈海 钱云 董昀球 王璐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31 无锡市医院协会 

One-Bone Forearm Reconstruction and Distal Radioulnar Joint Fusion for 

Emergency One-stage Operation in Traumatic Major Bone Defect of Forearm

（单骨前臂重建及远端尺桡关节融合术治疗外伤性前臂大骨缺损） 

医药科学 王亚朋 王亚朋， 
周明（共同

一作） 
周明月 芮永军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232 无锡市医学会 中国东部某医学临床中心意外肝外伤：横断面研究 医药科学 胡伟东 胡伟东 沈栩 顾盐炎 陈超波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233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Acupuncture Treatment for Recurrent Laryngeal Nerve Paralysis after 

Thyroid Surgery:A Case Report(针刺治疗甲状腺术后喉返神经麻痹案) 
医药科学 丁敏 冯维琪 丁敏 任思秀 丁敏 无锡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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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无锡市护理学会 

Identifying typologi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hand trauma based on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基于患者报告结局的中重

度手外伤患者生活质量异质性特征研究） 

医药科学 莫兰 莫兰 傅育红 毛雷音 袁长蓉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235 无锡市医院协会 诱导膜技术与包裹植骨技术的异同 医药科学 吴永伟 吴永伟 
芮永军（共

同一作） 
周子红 殷渠东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236 无锡市护理学会 
Changes i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During the First Year in Lung 

Transplant Recipients（肺移植受者第一年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变化） 
医药科学 朱雪芬 朱雪芬 

梁永春（共

同一作） 
 周海琴 无锡市人民医院 

237 
无锡市生命关怀协

会 
肺移植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医药科学 崔小川 崔小川 李琪 周敏 崔小川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

医院 

238 无锡市医学会 肺移植治疗良性终末期肺病受者术后 1年内生存的危险因素分析 医药科学 许红阳 许红阳 王大鹏 姜淑云 陈静瑜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

医院 

239 无锡市医学会 
黄韧带整体显露技术在经皮微创通道减压术治疗中央型腰椎管狭窄症中

的应用 
医药科学 疏龙飞 疏龙飞 代飞虎 张旭 赵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 O四医院 

240 无锡市医院协会 采用体外制作骨水泥填塞物方式应用诱导膜技术修复上肢骨缺损 医药科学 吴权 吴权 杨凯 施海峰 卜凡玉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241 无锡市医学会 改良脾脏后外侧入路在腹腔镜巨脾切除术中的应用评价 医药科学 赵长勇 赵长勇 沈玮博  戴赛民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242 无锡市医学会 非离断式 Roux-en-Y吻合在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除术中应用 医药科学 鲍传庆 赵天天 许炳华 沈晓明 鲍传庆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243 无锡市医学会 
术中超声辅助神经内镜经侧裂入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及安全性观

察 
医药科学 李江安 李传峰 鲁晓杰 王国华 李江安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44 无锡市医院协会 带鱼钩样装置的牵引金属夹在内镜切除术后胃部创面缝合中的应用 医药科学 王芳军 王芳军 冷霞 高昳 刘鹏飞 江阴市人民医院 

245 无锡市医学会 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技术对腹股沟疝修补术后慢性疼痛的治疗作用 医药科学 张邓新 张邓新 王叶纯 宗剑 费伯健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246 无锡市医学会 中国视网膜血管阻塞性病病患者中 PAMM的临床特点 医药科学 张正威 张正威 蒋韵佳 黄晓丽 柯碧莲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47 无锡市医学会 移植肺 EB病毒感染相关移植后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的临床病理学分析 医药科学 李霞 李霞 邹冰清 周婧 杨树东 无锡市人民医院 

248 无锡市医师协会 

MiR-10a-5p:a promising biomarker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evaluation of bladder cancer（MiR-10a-5p：用于膀胱癌早期诊断和预后评

估的有前途的生物标志物） 

医药科学 杨磊 杨磊 孙红芳 郭林庆 杨磊 无锡市第二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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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无锡市医学会 生物信息学筛选分析与前列腺癌发生及转移相关的枢纽基因 医药科学 顾鹏 顾鹏 朱进 章民昊 阳东荣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250 无锡市医院协会 

Effect of intravenous oxycodone on the physiologic responses to extubation 

following general anesthesia（盐酸羟考酮对全身麻醉后拔管生理反应的影

响） 

医药科学 姜梦露 姜梦露 李鑫 刘祯庆 季加伟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251 无锡宜兴市科协 
碳酸氢钠膈下悬吊术缓解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后肩痛：一项随机对照试

验 
医药科学 夏天 夏天   韩超 宜兴市人民医院 

252 无锡市护理学会 早产儿母乳强化剂使用的最佳证据总结 医药科学 顾馨 顾馨 史晓芬 张利敏 史晓芬 无锡市人民医院 

253 无锡市医师协会 

Integrated metagenomics and metabolomics analysis of thirdtrimester 

pregnant women with premature membrane rupture: a  pilot study（妊娠晚期

胎膜早破孕妇的综合宏基因组学和代谢组学分析：一项初步研究） 

医药科学 刘楼 刘楼   陈道桢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254 无锡市医学会 DDD评分系统在肾癌后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医药科学 章民昊 章民昊 何晓亮 王彬 顾鹏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255 无锡惠山区科协 损伤控制模式下治疗重型颅脑创伤三例 医药科学 徐勤义 陆俊杰 徐勤义 毛芳芳 徐勤义 惠山区人民医院 

256 无锡市医学会 CT血管造影和彩色多普勒在腓肠内侧动脉穿支皮瓣的定位比较 医药科学 郭晓峰 郭晓峰   卜凡玉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257 无锡市医院协会 闭合撬拨复位克氏针固定治疗儿童难复性指骨颈骨折 医药科学 印飞 印飞 沈小芳 林伟枫 王军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258 无锡市护理学会 
Phytoestroge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Endometriosis: Findings and Issues（用

于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植物雌激素：发现和问题） 
医药科学 蔡霞 蔡霞 

刘敏（共同

一作） 
张冰 赵绍杰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259 无锡梁溪区科协 

Effect of peer support on improving self-management ability in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同伴支持对提高腹膜透析患

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随机对照试验） 

医药科学 陈晓磊 陈晓磊   蔡英华 无锡市人民医院 

260 无锡市医院协会 卒中发病前高血压控制情况与缺血性脑卒中分型的相关性研究 医药科学 曹琴琴 曹琴琴 蒋蔚 华烨 马涛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61 无锡市中医药学会 氨基酸在炎症性肠病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医药科学 蔡彬 蔡彬 周敏红  李春伟 无锡市中医医院 

262 无锡市医学会 
Systemic sclerosis associated with moyamoya syndrome: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系统性硬化症合并烟雾病综合征：病例报告和文献回顾） 
医药科学 陈海凤 陈海凤 姜新宇 时一添 袁风红 无锡市人民医院 

263 无锡梁溪区科协 克罗恩病患者血清 D-乳酸和二胺氧化酶在病情评估中的价值 医药科学 王亚敏 王亚敏   向正国 无锡市康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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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无锡江阴市科协 

Transcriptomic and microRNA expression profiles identify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neo-chemoradiotherapy response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ESCC)（转录组学和microRNA表达谱预测食管鳞状细胞癌

（ESCC）新辅助放化疗预后的生物标志物） 

医药科学 王坚 王坚 俞鹏翼 罗居东 汪建林 江阴市人民医院 

265 无锡市医师协会 

Huperzine A combined with hyperbaric oxygen on the effect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serum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 Level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石杉碱甲联合高压氧对老年血管性痴呆患者认知功能

及血清缺氧诱导因子 1α水平的影响） 

医药科学 陈旺琨 李嘉俊 刘佳敏 马鸣扬 陈旺琨 无锡市第二中医医院 

266 无锡市医学会 
免疫疗法及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在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治疗中的

效果评价 
医药科学 阎岩 阎岩   阎岩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267 无锡市医学会 
预测结缔组织病相关肺动脉高压患者远期预后的指标：胸部 CT测量的肺

动脉直径 
医药科学 李晓娣 李晓娣 张春芳 孙晓萱 王嫱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68 无锡市医学会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Tumor- Microenvironment-Regulating Factor That 

Facilitates Tumor Immune Infiltration in colon cancer(促进肿瘤免疫浸润的

新的结直肠癌微环境调控因子的鉴定) 

医药科学 王颖 王颖 王玉 徐彩华 黄朝晖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269 无锡梁溪区科协 RNAscope技术在肝脏疾病组织学研究应用中的价值分析 医药科学 汤鸿 汤鸿   陆忠华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70 无锡宜兴市科协 纳米白蛋白结合紫杉醇和多西他赛新辅助乳腺癌治疗方案的回顾性比较 医药科学 陈翔 陈翔   王珏 
江苏大学附属宜兴市人民医

院 

271 无锡市医学会 外泌体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诊治中的作用分析 医药科学 孙瑶湘 孙瑶湘 陶晴 吴雪琴 王嫘 宜兴市人民医院 

272 无锡市医学会 老年冠心病合并慢性肾脏病患者肾脏预后的回顾性分析 医药科学 李珺 李珺 刘法虎 过晶 李珺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273 无锡市心理学会 
Cognitive Control Deficits in Alcohol Dependence Are a Trait- and 

State-Dependent Biomarker:An ERP Study 
医药科学 刘晓红 刘晓红 周红亮 江晨光 周振和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274 无锡梁溪区科协 

Association between baseline Controlling Nutritional Status score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基线控制营养状态评分与多发

性骨髓瘤患者临床结果之间的关联） 

医药科学 周新 周新   郭宏锋 无锡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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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无锡市医学会 

Efficacy of influential factors in hemoporfin-mediated photodynamic therapy 

for facial port-wine stains（血泊芬介导的光动力治疗面部葡萄酒色斑影响

因素的疗效） 

医药科学 黄渊柏 黄渊柏 
杨军（共同

一作） 
孙利 毕鸣晔 无锡市人民医院 

276 无锡市医院协会 

Ectopic expression of LAG-3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cells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LAG-3在非小细胞肺癌细胞中的异位表达及其临床

意义） 

医药科学 马成龙 马成龙 孙晓 沈冬 戚春建 江阴市人民医院 

277 无锡市医院协会 

Measurement of synovium and serum dual specificity phosphatase 22 level: 

Their inter-correlation and potency as biomarker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滑膜

和血清中双特异性磷酸酶 22水平相关性及其作为类风湿性关节炎生物标

志物的效能研究） 

医药科学 王秋波 钱晨 
陈洁（共同

一作） 
徐晓鹏 王秋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278 无锡市医学会 真实世界中治疗间隔对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预后研究 医药科学 孙超 孙超 叶鉴南 马柯娃 周新 无锡市人民医院 

279 无锡市医学会 胃癌化疗耐药分子机制及治疗策略研究 医药科学 孙洁 孙洁 赵晶晶 杨振坤 陆培华 无锡市人民医院 

280 无锡梁溪区科协 猿戏功法锻炼联合阶梯镇痛在晚期肿瘤化疗患者中应用价值分析 医药科学 华红霞 华红霞   卞丽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81 无锡市口腔医学会 CD109对口腔鳞状细胞癌细胞 恶性生物学行为影响 医药科学 侯德强 侯德强 白宁 魏子程 邹建明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282 无锡市医学会 
未用药精神分裂症与强迫障碍患者静息态功能磁共振自发脑活动对比研

究 
医药科学 郁晓曼 郁晓曼   周振和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283 无锡市医学会 
Effects of Lead, Mercury, and Cadmium Co-exposure on Children’s 

Pulmonary Function（铅、汞和镉共同暴露对儿童肺功能的影响） 
医药科学 潘珍珍 潘珍珍   李羚 无锡市儿童医院 

284 无锡市心理学会 

Exploring the mRNA expression level of RELN in peripheral blood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antipsychotic treatment（精神分裂症

患者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前后外周血RELN mRNA表达水平的探讨） 

医药科学 殷嘉浚 殷嘉浚 陆雅娜 戴占占 袁建民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285 无锡宜兴市科协 失独夫妻海马亚区的静息状态功能连接及性别差异研究 医药科学 罗一烽 罗一烽 曹志宏 戚荣丰 曹志宏 宜兴市人民医院 

286 无锡江阴市科协 

The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cance of the tRNA aspartic acid 

methyltransferase 1 protein in gastric cancer（tRNA天冬氨酸甲基转移酶 1

蛋白在胃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医药科学 孙霞 孙霞 黄娴婷 陆向东 王琼 江阴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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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无锡市医学会 
儿童肺炎支原体坏死性肺炎与非肺炎支原体坏死性肺炎临床特征及预后

比较 
医药科学 杨蓓蕾 杨蓓蕾 张伟利 顾文婧 陈正荣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无

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288 
无锡市长期照护研

究会 
肠道菌群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认知障碍的预测价值 医药科学 陆守荣 陆守荣 张云云 杨颖 洪侃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

医院 

289 无锡市医院协会 探索 CR1基因多态性在迟发性阿尔兹海默病疾病易感性中的作用 医药科学 朱夕陈 刘露 姚晴宇 阮莎莎 朱夕陈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90 无锡市医学会 中国一岁婴儿血清 25-羟基维生素D浓度与肥胖的关系 医药科学 郭冰冰 郭冰冰   蒋新液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291 无锡市医学会 

Efficacy of Standardized Rehabili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iastasis Rectus 

Abdominis in Postpartum Women（规范化康复治疗产后腹直肌分离症的疗

效） 

医药科学 胡静 胡静 顾娟芬  陈超波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292 无锡市医院协会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nography in 

the evaluation of acute radiation-induced liver damage（超声造影定量分析评

价急性放射性肝损伤的临床研究） 

医药科学 信天游 信天游 陈暑波 陈娴 冯军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93 无锡梁溪区科协 临床病房护士对核医学检查的了解和配合状况调查 医药科学 赵世娣 刘妍   赵世娣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94 无锡市护理学会 康复护理对预防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效果的Meta分析 医药科学 杨玉玲 杨玉玲   顾丹凤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295 无锡梁溪区科协 臂式输液港与胸式输液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的Meta分析和系统评价 医药科学 谢珺 谢珺   朱亭立 无锡市儿童医院 

296 无锡市护理学会 MSM家族集聚现象心理状况的质性研究 医药科学 陈菊娣 陈菊娣 阎岩 曹维宁 任勇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297 无锡梁溪区科协 一例超高龄患者经心脏起博器同侧置入 PICC管多次异位调整的护理 医药科学 李丽 王莹   李丽 无锡市人民医院 

298 无锡市护理学会 
微信载体化5E康复管理对老年慢性心衰患者钠盐摄入行为干预的效果分

析 
医药科学 任玉娇 任玉娇 胡雪萍 张婧婧 周焕芳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99 无锡滨湖区科协 目标训练康复护理在前臂显微外科修复截肢创面病人中的应用 医药科学 朱琳怡 朱琳怡 傅育红 毛雷音 朱琳怡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300 无锡梁溪区科协 
全科理念下“连续动态随访”护理新模式在老年高血压中的应用及其对患

者血压指标的影响 
医药科学 陈丽娜 陈丽娜   赵世娣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301 无锡市医学会 

Effects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on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and Coagulation Parameters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fter Surgery（循证护理干预对胃癌术后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及凝血参数的影响） 

医药科学 朱凌云 丁晓艳 杭凌 李丹 朱凌云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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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无锡宜兴市科协 内科低年资护士压力性损伤专项培训的效果研究 医药科学 庞建喜 庞建喜   庞建喜 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303 无锡梁溪区科协 肺移植病人家属心理护理研究进展 医药科学 万霞 孙绪红   万霞 无锡市人民医院 

304 无锡市护理学会 饮食种类及时间对肠道准备质量和患者舒适度的影响 医药科学 周梁云 周梁云 俞亚萍  陆群 无锡市人民医院 

305 无锡市护理学会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burden, benefit finding, 

and anxiety-depression of esophageal cancer caregivers based on Lazarus 

stress and coping theory（基于 Lazarus压力应对理论的食管癌照顾者负担、

获益感、焦虑抑郁方程结构模型的构建） 

医药科学 顾丹凤 温晓萌 王慧丹 李娜 顾丹凤 江南大学 

306 无锡市医院协会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应用于老年血液肿瘤患者对其临床疗效、依从

性及负性情绪的影响 
医药科学 戚晓梅 戚晓梅 王智 张小花 曹琪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307 无锡梁溪区科协 以患儿和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小儿腹股沟斜疝围手术期中的应用 医药科学 赵芸 赵芸   赵芸 无锡市儿童医院 

308 无锡宜兴市科协 神经外科手术中折叠悬挂式脑棉片支撑架的设计与研制 医药科学 陈芳 陈芳   钱艇 宜兴市人民医院 

309 无锡梁溪区科协 3例二次肺移植病人的术后护理 医药科学 王海翔 王海翔   黄琴红 无锡市人民医院 

310 无锡市护理学会 专科科研小组模式下的导师制带教对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影响 医药科学 周海琴 周海琴 黄珂瑶 王玲玲 曹晓东 无锡市人民医院 

311 无锡市护理学会 肺癌围手术期静脉血栓预防最佳证据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医药科学 王丽婷 王丽婷 李惠玲  赵杰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312 无锡梁溪区科协 COPD个案管理师准入标准及角色职能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医药科学 王芳 王芳   柳春霞 无锡市人民医院 

313 无锡梁溪区科协 
HEDIS系统护理模式对冠心病患者初级预防知识认知水平和自我管理能

力的影响 
医药科学 王春霞 王春霞   钱茜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314 无锡梁溪区科协 基于项目化管理减少 PICU心电监护婴幼儿医源性皮肤损伤 医药科学 朱雪莲 朱雪莲   林嘉 无锡市儿童医院 

315 无锡市护理学会 微视频联合情景模拟式健康教育在急性胰腺炎康复期患者中的应用 医药科学 李敏华 李敏华 金成  张杰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316 无锡市医学会 变应性鼻炎儿童家庭管理水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医药科学 宋厚梅 宋厚梅 刘林 胡浩 龚卫娟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317 无锡市医院协会 
基于微信平台的医护一体化干预延伸护理服务对妊娠期糖尿病病人血糖

控制、自我管理能力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医药科学 朱晓萍 朱晓萍 蒋美琴 俞晓蓓 朱晓萍 江阴市人民医院 

318 无锡梁溪区科协 乳腺癌术后患者行 CDT治疗依从性的影响因素及护理对策 理学 袁琛烨 袁琛烨   袁琛烨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319 无锡梁溪区科协 1例 SP⁃C基因变异儿童肺移植术后护理 医药科学 周淑芳 周淑芳   朱雪芬 无锡市人民医院 

320 无锡梁溪区科协 肠鸣音监测在急性出血性脑卒中患者肠内营养耐受性评估中的作用 医药科学 邬幼萍 邬幼萍   焦薇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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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无锡梁溪区科协 “红丝带关爱中心”在 HIV职业暴露全程管理中的作用 医药科学 任勇 任勇   任勇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322 无锡梁溪区科协 基于生命网的延续性护理对冠心病患者康复行为影响的临床观察 医药科学 苏严琳 苏严琳   吴萍华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323 无锡滨湖区科协 带蒂肌皮瓣联合改良Masquelet技术修复糖尿病患者胫骨与软组织缺损 医药科学 卜凡玉 卜凡玉 邓鑫鑫 王进 薛明宇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324 无锡宜兴市科协 
地西他滨联合 CAG方案与标准化疗方案在 TP53突变急性髓系白血病患

者中疗效和安全性的比较 
医药科学 陈思思 陈思思   洪鸣 江苏大学附属宜兴医院 

325 
无锡市土木建筑工

程学会 
一种全新风空调机组的节能设计方案 机械电气 丁佳文 丁佳文   丁佳文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326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科协 
汽车引擎盖焊接路径的自适应混沌蚁群规划方法 机械电气 高明 高明 陆颖  高明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27 无锡市医院协会 

Elevated serum FGF21 predicts the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STEMI patients after emergenc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血清

FGF21水平升高可预测急诊 PCI术后 STEMI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

件） 

医药科学 谷凌云 谷凌云 蒋文龙 钱惠东 李伟章 江阴市人民医院 

328 无锡市医学会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of Children with Sleep-Disordered Breathing 

in Wuxi,China（无锡市儿童睡眠呼吸障碍特征及危险因素） 
医药科学 郭赟 郭赟   李羚 无锡市儿童医院 

329 无锡梁溪区科协 

A novel DSN-based fluorescence assay for MicroRNA-133a dete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LVH diagnosis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一种基

于DSN的新型MicroRNA-133a荧光检测方法及其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LVH诊断中的应用） 

医药科学 黄培 黄培   黄庆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330 无锡梁溪区科协 柴油机台架模拟整车道路循环的方法研究 机械电气 江杰 江杰   江杰 
一汽解放发动机事业部前瞻

技术研究院 

331 无锡市医学会 
Kernelized k-Local Hyperplane Distance Nearest-Neighbor Model for 

Predicting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医药科学 刘晓斌 刘晓斌 张希燃 张艺 王凉 无锡市人民医院 

332 无锡梁溪区科协 
宫颈扩张棒与卡前列甲酯栓在宫颈手术史绝经后妇女取环中的临床效果

观察 
医药科学 沈晔 沈晔   方华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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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水下激光成像系统分辨率自动检测算法研究 电子信息 唐耿彪 唐耿彪 张巍  唐耿彪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334 无锡新吴区科协 对标准 IPC_7351B中焊盘命名规则的归纳 综合 王灯照 王灯照 张琪  刘松雪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335 无锡市医学会 
A comparability study of natural and deglycosylated PD-L1 levels in lung 

cancer:evidence from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医药科学 王惠宇 梅杰 许隽颖 杨雪晶 王惠宇 无锡市人民医院 

336 无锡市医院协会 
骨搬运治疗胫骨骨缺损中滑移段外固定取出后发生回缩现象的相关因素

分析 
医药科学 魏长宝 周子红 顾三军 孙振中 魏长宝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337 无锡梁溪区科协 
Exploring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the Diagnosis of Pulmonary Infection 
医药科学 谢桂娟 谢桂娟   赵弘卿 

Exploring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Metagenomic 

Next_x0002_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the Diagnosis 

of Pulmonary Infection 

338 无锡市力学学会 螺旋桨空泡诱导的脉动压力预报及振动风险评估新方法 综合 黄红波 黄红波   黄红波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339 无锡太湖学院科协 Adaboost结合粒子群优化算法用于太湖氨氮 ELM模型预测 电子信息 丛孙丽 丛孙丽 胡爱云 刘晨 胡爱云 无锡太湖学院 

340 无锡滨湖区科协 基于改进密度聚类算法的交通事故地点聚类研究 综合 黄钢 黄钢 瞿伟斌 许卉莹 黄钢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341 无锡市工程师学会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novel conceptual design of hybrid-driven 

autonomous underwater glider with active twin flapping foils（基于仿生扑翼

推进运动方式的新型水下滑翔机水动力性能研究） 

机械电气 李永成 李永成 马峥  李永成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342 无锡滨湖区科协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y of a semi-submersible offshore fish farm 

under waves（波浪作用下半潜式海上渔业养殖平台模型试验及数值计算

研究） 

综合 苗玉基 苗玉基 丁军 田超 苗玉基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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