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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推荐号： 奖励类别：社会公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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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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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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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代码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17卫生和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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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不超过 300字） 
1. 狼疮性肾炎风湿证的临床研究（杭州市卫生科技计划项目 2012Z013） 

2. 狼疮性肾炎风湿证本质临床研究（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 2012ZB110） 

 

论文（篇） 10 专著（本）  

授权发明专利(件)  其他知识产权(件)  

直接经济效益（万元）  间接经济效益（万元）  

科技成果登记号 18001068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7 完成：2017.06 

推荐书版本： 



二、 项目简介 
主要技术内容、授权知识产权情况、技术指标、应用推广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等（限

1000 字）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最常见、高发及难治性的风湿性疾病之一，SLE 肾损害即狼

疮肾炎(LN)在 SLE 中的发生率达 90%以上,进行性肾衰是本病的主要死亡原因。本病的预

后一直是肾脏病及风湿病医务工作者关注的方向。本研究通过分析 LN中医证候特点，并

分析其最主要的证型（风湿证）与疾病活动性指标间的相关性，阐明 LN中医风湿证与免

疫介导炎症间的关系，为风湿证微观辨证提供客观化的指标。 

本研究收集杭州市中医院诊治的 LN患者 150 例，根据四诊、临床表现进行中医辨证

分型，中医证候评分、SLE-DAI 活动积分评定，重点研究了风湿证证候积分与实验室指

标、肾病理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提示：1.LN 中医辨证分型以风湿证最多见，风湿证

是 LN的主要中医证型；2.LN 风湿证的中医证候积分明显高于非风湿证组；LN风湿证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尿 Alb/Cr、Scr较非风湿证组更高，血 ALB及 GFR 较非风湿证组低，

提示 LN风湿证组临床表现较非风湿证组严重；3.LN 风湿证组 SLE-DAI活动积分和 ESR

较非风湿证组更高，病情更活动；4.LN 风湿证积分与提示疾病活动的血清 IL-6、C1q、

CD4/CD8 水平有关；5.Ⅳ型是 LN风湿证组患者的主要肾病理类型，提示风湿证患者肾病

理相对活动；6.LN风湿证患者肾病理 AI指数较非风湿证组明显升高，且与风湿证候呈直

线相关，提示风湿证候与肾脏病理活动之间存在较好的相关性。综上提示风湿及风湿扰肾

为 LN 的主要病因和病机：临床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血清 Alb 、肾功能、IgG 及 IL-6、

C1q、CD4/CD8等炎症因子水平可作为风湿证诊断的参考依据，可进一步判断病情活动程

度。并进一步阐明急性免疫炎性病变可能是狼疮性肾炎风湿证候 “证”本质的物质基础。 

本研究明确了风湿证在 LN患者中的分布情况；比较了风湿证与非风湿证以及不同程

度风湿证患者的实验室指标、SLEDAI 评分、肾病理、ANA 谱、免疫球蛋白、补体、血

清活动性指标 C1q 抗体、CD4、CD8、IL-6等的差异。阐明 LN风湿证与临床 LN病变活

动及肾病理活动性指标密切相关。揭示风湿证的证本质是免疫介导的肾脏急性、慢性病变。

为风湿证候微观辨证提供客观化的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在我院、兄弟医院及联盟医院推

广风湿证在 LN 中的诊疗应用，提高了 LN 的诊疗水平，为 LN 积极、准确地治疗提供了

客观的依据，从而更好地改善了 LN的预后；为中药抗风湿治疗控制 LN提供依据，同时

为抗风湿中药在本病中的推广应用做好基础。 

 

 

 



三、主要科技创新 
 

1. 立项背景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多系统损害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常见及难治的风

湿性疾病之一,在我国的人群患病率为 70/10万,其中女性患病率达 113/10万。SLE肾损害

即狼疮肾炎(LN)在 SLE中的发生率达 90%以上,LN的临床表现多样，其病变程度直接影响

SLE预后，进行性肾衰是本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因而对本病的进展研究及改善预后一直是

肾脏病及风湿病医务工作者最为关注的方向。目前西医对于本病的治疗主要是激素、免疫

抑制剂，但其疗效存在一定局限性及不可避免的副作用，而中医药在临床辩证应用中存在

一定的优势，因而中医药对 LN防治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既往研究表明中医

药在治疗 LN方面不仅具有很好的缓解病情作用，且对西药（如激素、免疫抑制剂等）具有

增效减毒作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抓住切入点，进一步完善中医辨证论治，以取得较

好的疗效。 

    SLE临床表现复杂，变化多端而迅速，累及全身各个脏腑，病情迁延难愈。可症见关

节肿痛、面部红斑、皮疹、肌肉酸痛、面部红斑、口疮、心悸等，若涉及肾脏则见水肿、

泡沫尿等。总属于中医学“痹证”范畴，同时依其部位不同亦属“蝴蝶斑”、“阴阳毒”、

“水肿”、“虚劳”等范畴。纵观“痹证”病因病机，早在《内经》中已明确记载“ 风寒

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素问·痹论》中说 “ 所谓痹者, 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

气也。”“ 骨痹不已, 复感于邪, 内舍于肾。筋痹不已, 复感于邪,内舍于肝。脉痹不已, 

复感于邪, 内舍于心。肌痹不已, 复感于邪, 内舍于脾, 皮痹不已, 复感于邪, 内舍于肺。” 

也就是说痹证的病机往往为风寒湿邪侵袭肌表,乘人体正气不足,入里闭阻经络,使气血运

行不畅致痹证发生。SLE的临床特点正是以风湿为主，病程中夹寒、夹热、夹瘀，印证了

“风性善行数变”、“湿性粘滞”的特点：可见关节肿痛游走不定，红斑、口溃反复等，

病情缠绵历久不愈；而当风湿内扰于肾，风的开泄之性,不仅干预人体的腠理疏密和卫气抵

御外邪的职能,且干预肾主封藏,主水,和司开阖的职能，见泡沫尿、水肿; 湿性“缠绵难愈”

的慢性过程之中,隐伏着风邪“善行数变”的活动性变素,使疾病在缺乏警觉的状态下逐步

进展。综上所述，风湿外邪是风湿性疾病（痹证）最重要的致病因素。 风湿证是 LN的始

作佣者，亦是病情进展和影响预后的重要危险因素。而临床上类似于雷公藤等制剂作为祛

风除湿药物在 SLE中的治疗作用也证明了 SLE LN中的风湿理论。 

我科的科研临床队伍经过多年研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慢性肾脏病风湿证的理论体系

并取得了可喜的疗效，已将这一理论运用于 SLE LN,抗风湿治疗 LN也取得了一定疗效。但

是风湿证对于 SLE及 LN致病之重要性,目前的文献中均极少提及。如沈丕安将 LN分为气阴

两虚、脾肾两虚、阴虚内热、虚热瘀滞 4型。陈湘君将分 LN为脾肾气虚型、脾肾阳虚型、

肝肾阴虚 3 型。叶任高等则将本病分为热毒炽盛、阴虚内热、脾肾阳虚及肝肾阴虚 4型。

钱桐荪将 LN分为 4型：热毒炽盛型、肝肾阴虚型、气阴两虚型、脾肾阳虚型。基本未言及

“风湿”在 LN 病情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2002 年郑筱萸主编《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试行）拟定标准中亦未提及“风湿证候”。因而有必要开展 SLE LN风湿证候的证本质

的临床研究。  

2.科技创新内容 

创新点一：本课题创建了中医风湿致 LN理论：LN中医辨证分型以风湿证最多见，其

次为脾肾阳虚证、热毒炽盛证、气阴两虚证及阴虚内热证,风湿证组的中医证候评分明显高

于非风湿证组，由此提示：风湿证是 LN的主要中医证型,风湿是 LN的主要致病原因,风湿

所致的 LN的临床表现及肾损害程度较其他证型严重。 

学科分类：中医内科学 



论文名称及作者： 

李亚妤，蔡丽丽，黄加力，余舒文，俞东容.狼疮性肾炎风湿证与肾病理相关性研究.[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4）：1413-1416 

张绍杰，汤水福，陈洪宇，胡芳玉.狼疮性肾炎虚、实主证与疾病活动的相关性探讨.[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35 (1):62-65 

王永钧.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风湿证候，[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07，8(12)：

683-685 

创新点二：建立了 LN风湿证证候评判标准: 主症：尿多泡沫（尿蛋白定量≥1.0g/24h，

或兼有多形性红细胞尿）；或尿蛋白定量在 0.5～1.0g/24h，但肾病理出现肾小球内弥漫

性细胞增生(内皮细胞，系膜细胞)、细胞性新月体、节段性毛细血管袢坏死、白金耳、肾

间质单核细胞浸润等； 

次症：①水肿，②腰困、重、痛，③关节/肌肉肿痛、酸楚，④皮肤斑疹，⑤恶风发热。

舌脉：脉细滑或弦，舌苔薄腻。符合 1条主症或同时具备 3条次症者判定为风湿证候。 

学科分类：中医内科医学 

论文名称及作者： 

柴霞尔，俞东容.狼疮性肾炎的中医病名及分型辨治研究综述.[J]江西中医药大学学

报,2014,26（5）:112-114  

李亚妤，俞东容，王永钧，慢性肾脏病 3期肾虚证证候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

28（3）：695-698  

创新点三：提出了 LN风湿证与临床各项活动性指标存在的相关性：LN风湿证组 24小

时尿蛋白定量、尿 Alb/Cr、Scr水平较非风湿证组更高，血 ALB及 GFR较非风湿证组更低，

SLE-DAI活动积分和 ESR较非风湿证组更高，同时 LN风湿证积分与提示疾病活动相关的血

清 IL-6、C1q、CD4/CD8水平有相关性，提示 LN风湿证患者肾损害更明显，病情相对活动。 

学科分类：中医内科学 

论文名称及作者： 

蔡丽丽，余瑾，李亚妤，俞东容.尿足细胞与 lgA肾病风湿证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现

代医生,2016,54(14):127-135 

李亚妤，俞东容，王永钧，慢性肾脏病 3期肾气阴（血）虚证与临床实验室指标的关

系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4）：938-941  

创新点四：为风湿证微观辩证提供理论依据：LN IV型为风湿证组患者的主要病理类

型，而 LN V型为非风湿证组患者的主要病理类型，肾病理分型与证型之间存在相关性，可

作为辩证的参考依据。同时 LN风湿证患者肾病理 AI指数较非风湿证组明显升高，且与风

湿证候呈直线相关，提示风湿证候与肾脏病理活动之间存在较好的相关性。 

学科分类：中医内科学 

论文名称及作者： 

王永钧，论肾风病的现代观.[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15,16(2):95-98. 

汤绚丽,林宜,朱晓玲,闵曼,胡云琴，肾间质淋巴细胞在狼疮性肾炎中的作用.[J]中国

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14,15(2):122-124 



李亚妤，俞东容，胡云琴，王永钧.慢性原发性肾脏病 3期肾虚证与病理相关性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13,14（2）：124-126  

3.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比较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的科技查新结果如下：在所检国内文献范围内，杭州市中医院

及其合作单位通过对狼疮性肾炎（LN）风湿证的肾病理、活动性指标相关性研究，阐明风

湿证与肾病理的关系，为风湿证微观辨证提供客观化指标以指导临床辨证与治疗；探讨狼

疮性肾炎中医证候分布规律、狼疮性肾炎中医证型与肾脏病理类型及实验室指标相关性，

为风湿辨治狼疮性肾炎提供理论基础。 

在所检国外文献范围内，Heng M, Tu J et al 开展了一项中西医结合治疗狼疮性肾炎的 

(Meta )荟萃分析。Yap HK, Ang SG et al 研究了含 21 味中药的汤剂 (CM) 对狼疮性肾炎和

慢病综合征患者的临床作用。Wang YJ, He LQ et al 开展了中药组方对慢性肾脏病 3期的肾

保护作用的 578例多中心、前瞻性双盲随机对照试验。Li JJ , Chen XM，Wei RB探讨了肾

组织病理学作为 IgA 肾病中医证候分型的指标可行性。Shi X, Zhou N et al.分析了小儿 IgA

肾病中医证候，及其与临床理特征的相关性。Xie T, Zhang L采用中医辨证治疗经肾穿刺活

检确诊的 30 例 IgA 肾病患者。Wu XL, Sun WS et al.根据中医学关于慢性肾衰的病因机及

现代研究成果， 结合多年临床实践，总结出三联化毒疗法， 即：五脏宣、肠透析排皮肤

熏蒸疗法，并观察了其对慢性肾衰患者的疗效。Zhang HW, Lin ZX et al.回顾性分析了黄芪

治疗 CKD的益处和其潜在危害，以帮助临床医生和患者对黄芪治疗 CKD进行判断。 

在国内外所检相关文献中，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院等研究了狼疮肾炎中医证型与

肾脏病理类型及实验室指标相关性； Beijing Childrens Hosp分析了小儿 IgA肾病中医证候，

及其与临床理特征的相关性。 

委托项目创建了狼疮性肾炎 (LN )中医风湿致肾病理论中医风湿致肾病理论，在此基

础上建立了 LN 风湿证候评判标准，提供了风湿证与 LN 各项活动性指标的相关，为风湿

证候微观提供客观化指标。上述研究在国内外所检项目中，除本单位及合作单位未见其他

报道。 

 

 

 

 

 

 

 

 

 

 

 

 

 

 

 

 

 

 

 

 

 



四、第三方评价 

评价结论、检测结果等（限 1200字） 

验收组审阅了项目组的工作报告及相关技术资料，经汇总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一、该项目提供的资料齐全，数据可靠，符合验收要求。 

二、项目研究概况及研究成果：收集杭州市中医院肾内科门诊就诊及住院治疗的狼疮

性肾炎(LN)患者，根据临床表现进行中医辨证分型，并进行中医证候评分、SLE-DAI 活

动积分评定，重点研究了风湿证证候积分与实验室指标、肾病理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

提示：风湿证是 LN 的主要中医证型。LN 风湿证的中医证候积分明显高于非风湿证组。

LN 风湿证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尿 Alb/Cr、血 Alb、Scr 较非风湿证组更高，血 ALB 及

GFR 较非风湿证组低，提示 LN 风湿证组临床表现较非风湿证组严重。LN 风湿证组

SLE-DAI 活动积分和 ESR 较非风湿证组更高，病情较活动。LN 风湿证积分与提示疾病

活动的血清 IL-6、C1q、CD4/CD8 水平有关。Ⅳ型 LN 为风湿证组患者的主要病理类型，

提示风湿证患者病情相对活动。LN 风湿证患者肾病理 AI 指数较非风湿证组明显升高，且

与风湿证候呈直线相关，提示风湿证候与肾脏病理活动之间存在较好的相关性。综上提示

风湿及风湿扰肾为 LN 的主要病因和病机。；临床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血清 Alb 、肾功

能、IgG 及 IL-6、C1q、CD4/CD8 等表层因子水平可作为风湿证诊断的参考依据，可进

一步判断病情活动程度。并进一步阐明急性免疫炎性病变可能是狼疮性肾炎风湿证候 

“证”本质的物质基础。 

三、已有 10 篇相关论文在核心期刊杂志发表，参加学术交流 4 次，培养研究生 7 名。 

 



五、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完成单位应用情况和直接经济效益（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应用量 
新增销

售收入 

新增 

税收 

新增 

利润 
应用量 

新增销

售收入 

新增 

税收 

新增 

利润 
应用量 

新增销

售收入 

新增 

税收 

新增 

利润 

杭州市中医院 60例    30例    60例    

             

             

             

             

             

             

             

合  计             

 

 



 

2．推广应用情况和经济效益（非完成单位） 

应用单位名称 
起止 

时间 

单位联

系人、电

话 

推广应用量 新增销售收入(万元) 新增税收(万元) 新增利润(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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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限 600字） 

项目组已有 10 篇相关论文在核心期刊杂志发表，参加学术交流 4 次，培养研究生 7

名。 

本研究明确了风湿证候在狼疮性肾炎患者中的分布情况；比较了风湿证与非风湿证以

及不同程度风湿证患者的实验室指标、SLEDAI评分、肾病理、ANA谱、免疫球蛋白、补体、

血清活动性指标 C1q 抗体、CD4、CD8、IL-6 等的差异。阐明狼疮性肾炎风湿证与临床狼

疮性肾炎病变活动及肾病理活动性指标密切相关。揭示风湿证的证本质是免疫介导的肾脏

急性、慢性病变。为风湿证候微观辨证提供客观化的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在我院、兄弟

医院及联盟医院推广风湿证在狼疮性肾炎中的诊疗应用，提高了狼疮性肾炎的疗效水平，

不仅为狼疮性肾炎积极治疗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同时更好地改善了狼疮性肾炎的预后，为

中药抗风湿治疗控制狼疮性肾炎提供依据 

 
六、本项目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获奖项目名称 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

等级 
授奖部门（单位） 

     

     

     

     

     

本表所填科技奖励是指： 

1．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设立的科技奖励； 

2．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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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李亚妤 排    名 1 身份证号 330722197403120424 

出生年月 1974.03 出 生 地 浙江金华 民    族 汉族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主任   

行政职务 科助理 文化程度 博士 最高学位 博士 

所学专业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现从事专

业 
中西医结合肾病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12.6 

电子信箱  

liyayu3618@163.com 办公电话 85827636 移动电话 13588369677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肾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93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0年浙江省中医药科技创新奖三等奖,2012浙江省中医药科技创新奖

一等奖,2012杭州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课题设计，病例收集，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探讨。创建中医风湿致 LN 理论，建立

了 LN 风湿证证候评判标准，为风湿证微观辩证提供理论依据。对应创新点一、二、三、四，

发表《狼疮性肾炎风湿证与肾病理相关性研究》等相关论文，在该项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况表

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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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王永钧  排    名 2 身份证号 330103193501161019 

出生年月 1935.01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主任   

行政职务  文化程度 学士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 临床医学 
现从事专

业 
中西医结合肾病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1966.2  

电子信箱  yc0822@126.com 办公电话 85827636 移动电话 13958058089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肾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93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医药卫生优秀成果二等奖 2项，省科技成果

二、三、四等奖 5项、市科技成果一、二、三等奖 7项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课题设计，中医辨证指导，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探讨。作为从医 60 余年的国家级

名老中医，他继承了传统医学对肾风的认识，创新性的提出中医风湿致肾病理论，为中医诊治

LN 提供新的思路，提高了狼疮性肾炎的疗效水平，对应创新点一、二、三，发表《慢性原发性

肾小球疾病的风湿证候》《论肾风病的现代观》等论文，在该项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总量的 3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况表

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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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汤绚丽 排    名 3 身份证号 330723198109250026 

出生年月 1981.09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族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主管技师  

行政职务  文化程度 硕士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现从事专

业 
肾病理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毕业时间 2008.06 

电子信箱 Tangsunshine198168

@sina.com 办公电话 85827636 移动电话 13136160525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肾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93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肾脏病理制作及分析，对应创新点四，发表《肾间质淋巴细胞在狼疮性肾炎中的作用》

等论文，在该项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况表

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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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余瑾  排    名 4 身份证号 330903198309210227 

出生年月 1983.09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族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文化程度 硕士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现从事专

业 
中西医结合肾病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08.6  

电子信箱  yujin8206@126.com 办公电话 85827636 移动电话 13868039251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肾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93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数据录入，数据统计，对应创新二、三，发表《尿足细胞与 lgA 肾病风湿证的相关性

研究》等论文，在该项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况表

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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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殷佳珍 排    名 5 身份证号 330102198305260024  

出生年月 1983.05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族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住院总 文化程度 硕士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临床医学 
现从事专

业 
中西医结合肾病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08.6  

电子信箱 yinjiazhen@163.com 办公电话 85827636 移动电话 13558140006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肾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93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病例收集，数据录入，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探讨，对应创新点三、四，在该项研发

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况表

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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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倪军 排    名 6 身份证号 330682198001220911 

出生年月 1980.01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文化程度 大学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临床医学 
现从事专

业 
肾脏病学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医学院   毕业时间 2002.06 

电子信箱  nijun40@sina.com 办公电话 85827636 移动电话 13558061992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肾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93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数据录入，病例分析，对应创新点三、四，在该项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

作总量的 3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况表

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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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王军 排    名 7 身份证号 630103197008201215 

出生年月 1970.08 出 生 地 青海西宁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  文化程度 博士 最高学位 博士 

所学专业 中药学/临床检验 
现从事专

业 
临床检验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13.6  

电子信箱  

hz-wangjun@163.com 

 

办公电话 85827636 移动电话 15990177178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肾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93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样本检验，对应创新点三、四，在该项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况表

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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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袁博寒 排    名 8 身份证号 33010219820220242X 

出生年月 1982.02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族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主治   

行政职务  文化程度 硕士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现从事专

业 
中西医结合肾病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09.6  

电子信箱  

yuanbohan26@163.co

m 

办公电话 85827636 移动电话 15088772127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肾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93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课题设计，病例收集，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探讨，对应创新点二、四，在该项研发

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况表

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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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杭州市中医院 

排    名 1 法人代表 张永华 所在地 浙江杭州 

单位性质 医疗机构 传    真 057185219481 

联 系 人 李亚妤 办公电话 057185827636 移动电话 13588369677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杭州市中医院 

电子信箱 Liyayu3618@163.com 邮政编码 310007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支撑作用情况（限 300字） 

为本项目的完成单位，为项目的研究、实践和推广应用提供了保障条件和配套支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1.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宏观指导和经济支持；2.为本项目的顺利进行提

供了实验配套器械和实验条件；3.本项目的主要参加人员均来自本单位，为项目提供人员

支持；4.对本项目研发主要成果提供技术支持、相关专业知识咨询；5.本学科为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浙江省重点学科，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

济效益，为项目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声明： 

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严格按照《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的项目主要创新内

容、列入计数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

推荐项目中使用。如推荐项目发生争议，将积极配合工作，协助调查处理。如有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

相应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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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 杭州市人民政府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沈吉英 办公电话 0571-87025452 移动电话   13575470600 

电子邮箱  传    真  

推荐意见（限 150字） 

 

 

声明： 

我单位严格按照《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关规定，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严

格审查，确认该项目符合规定的推荐条件，推荐材料全部内容属实，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的项目

主要创新内容、列入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

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推荐项目发生争议，愿意协助调查处理。 

我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作为推荐单位的义务并承担

相应的责任。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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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不超过 12项）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权利人 发明人（培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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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不超过 10项） 

 

承诺：上述第十、十一部分的知识产权、论文、专著用于报奖的情况，已征

得未列入项目完成单位或完成人的发明人（培育人）、权利人、作者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字： 

作 者 论文专著名称/刊物 
年卷期 

页码 

发表 

时间 

SCI他引

次数 

他引 

总次数 

李亚妤，蔡丽丽，

黄加力，余舒文，

俞东容， 

狼疮性肾炎风湿证与肾病理相关性

研究/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6，31

（4）：

1413-1416

6 

2016.4  3 

张绍杰，汤水

福，陈洪宇，

胡芳玉 

狼疮性肾炎虚、实主证与疾病活

动的相关性探讨/广州中医药大

学学报 

2018,35 

(1):62-6

5 

2018.1    

柴霞尔，俞东容 
狼疮性肾炎的中医病名及分型辨治

研究综述/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26

（5）:1

12-114 

2014.10  4 

汤绚丽,林宜,朱

晓玲,闵曼,胡云

琴 

肾间质淋巴细胞在狼疮性肾炎

中的作用/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

杂志 

2014,15

(2):122

-124 

2014.2  
 

 

王永钧 
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风湿证候/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2007,8(

12):683

-685  

2007.12   

王永钧 
论肾风病的现代观/中国中西医结合

肾病杂志 

2015,16

(2):95-

98. 

2015.2   

李亚妤，俞东容，

王永钧 

慢性肾脏病 3期肾气阴（血）虚证与

临床实验室指标的关系研究/中华中

医药杂志 

2013，28

（4）：

938-941  

2013.4  3 

李亚妤，俞东容，

王永钧 

慢性肾脏病 3期肾虚证证候研究/中

华中医药杂志 

2013，28

（3）：

695-698 

2013.3  2 

李亚妤，俞东容，

胡云琴，王永钧 

慢性原发性肾脏病 3期肾虚证与病理

相关性研究/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

志 

2013,14

（2）：

124-126 

2013.2  2 

蔡丽丽，余瑾，

李亚好，俞东容 

尿足细胞与 lgA肾病风湿证的相关性

研究/中国现代医生 

2016,54

(14):12

7-135 

2016.5  2 

合  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