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单位

2020059
江苏省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技术体系

构建与应用研究
陶然、苏健、吕淑荣、覃玉、周金意、武

鸣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2020060
环境中抗生素等潜在污染物关键检测技术

创新与应用
朱峰、吉文亮、周庆、霍宗利、周永林、

李爱民、姚志建、焦伟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大学，江苏国创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2020061
社区糖尿病精细化管理新模式的推广应用

及效果评估
娄青林、张永青、巫海娣、潘晓群、董文

兰、王志勇、莫永珍、向全永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72
多维度生物标志物在急性缺血性卒中诊断

和预后评估中的应用
季秋虹 徐添 张云峰 沈丽华 樊兴娟 倪耀

辉 汪跃春 周宏智 蔡可夫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020076
老年性痴呆高危人群早期识别体系的构建

及临床应用
谢春明、张志珺、任庆国、王赞、顾丽华

、束昊、王燕娟、吴迪、张正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020077
传染病快速检测及新型杀菌产品的研制和

应用

齐永、 李越希、 汪春晖、 李巍、 姚西
宁、 凌建群、 沈万鹏 、李佳萌、 陈乐

如

东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贝尔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吉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20079
量子点材料毒理学评价及载体修饰的应用

基础研究
张婷、唐萌、孙清江、吴添舒、何克宇、

浦跃朴、薛玉英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20085
口岸病媒生物及重要传染病防控关键技术

研发与应用
杨国平、陈峰、陶莉、周有良、叶敏霞、

杨庆贵、胡春凌、张荣、孙立新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南京海关口岸门诊部）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单位

2020001
儿童青少年肥胖并发症的早期预警和多学

科管理
李晓南、刘倩琦、周炜、彭璐婷、周楠、

陈冉、黄荣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

2020002 气道过敏性疾病预防基础：过敏原分析及
特异性免疫治疗

田曼、魏继福、孙劲旅、沈波、王也、陈
蒙、包玉玲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国医
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020005
南京市社区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适宜技术

的应用
周楠、 洪忻、 王琛琛、 周海茸、 马国

亮、 戚圣香、 杨华凤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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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早期发现和精准管控策

略的研究和应用
沈元、施超、高雨蒙、陆兵、刘娟、王克

伟、石平、肖勇、陈玉均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11 传染病快速检测和溯源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管红霞 、马广源、张京云、冯微宏、沙丹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13
桡骨远端die-punch骨折综合分型及其在

诊治和预后评估的价值研究
殷渠东、芮永军、杨莹、糜菁熠、唐文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2020014
社区胃癌新筛查技术在无锡地区社区自然

人群中的应用及推广
占强、杨成、纪璘、刘增超、王绞呈、安

方梅、张清淋、孙静、王辉
无锡市人民医院

2020015
分子尺度和微纳尺度的健康危害因子快速

可视化检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孔令灿、张琦、吴林林、韩毅、周伟杰、

刘文卫、孟元华、周小新、朱鹏飞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18
基于生态、人群、病原学的人感染禽流感

监测技术研究
陈立凌、 雅雪蓉 、霍翔、 董泽丰、 鲍

倡俊、 沈强、 黄昊頔 、陆步来
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21
苏州市老年人跌倒流行现状和基于Cox模

型的跌倒风险预测研究
韦晓淋、黄桥梁、沈建新、张正姬 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25
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DNA富集技术在无创

产前筛查中的应用探索
乔龙威、王挺、贺权泽、薛莹、张芹 苏州市立医院

2020030
儿童青少年高血压早期识别的流行病学研

究与应用
胡佳、杨海兵、 沈蕙 、褚光萍、 韩迪 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苏州市姑苏区妇幼保健所

2020033
基于城市社区的癌症风险评估与筛查体系

研究
蔡波、徐红、林玲、韩颖颖、王秦、宗莉

、糜跃萍
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通市肿瘤医院

2020036
整合医院肿瘤登记的肝癌的二级与三级预

防新技术探究
王高仁、 刘继斌、 陈旭东、 凌剑、 陈

建国、 孙峰、 林兰
南通市肿瘤医院

2020045
农村癌症高发乡镇饮用水主要致癌化学物

分布特征及生态流行病学研究
潘恩春、张芹、孙中明、胡伟、缪丹丹 淮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46
淮安市主要病媒生物种属分布调查、分子
鉴定及其病原体关键检测技术平台的建设

何南江、姚海波、杨鹏飞、李兵兵、燕清
丽、邢亚东、蔡蓉、苏琦

淮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49
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早期筛查创新体系

建立与推广
王加宽、何晓燕、林萍、王玉欢、盛春勇

、李德宇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2020054
基于疾病监测平台的三种急性传染病病原

分布及发病危险因素的研究
何义林、张翔、朱中奎、查杰、赵小兰 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单位

2020056
我国重要媒介蚊虫种群特征、媒介效能及

防制技术研究与应用
禇宏亮、谭伟龙、王刚、吴治明、张育富

、刘慧、陈红娜、陈淑丹、杨维芳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57 布尼亚相关病毒感染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胡建利、李志锋、祁贤、梁姝怡、王笑辰

、张楠、秦圆方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省人民医院

2020058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SFTSV）

免疫诊断和免疫治疗相关研究
焦永军、黄超、曾晓燕、温恬、迟莹、郭

喜玲、史凤娟、刘静娴、刘大鹏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63 江苏省细菌相关传染病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朱叶飞、谈忠鸣、董晨、钱慧敏、刘文东

、彭红、张炜、艾静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20066
靶向干预降钙素基因相关肽的糖尿病膀胱

病变的预防治疗系列研究
卫中庆、丁留成、沈百欣、薛珺、韶云鹏

、张思聪、黄懿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20067 嘌呤代谢与帕金森病的基础临床研究
罗蔚锋、 胡丽芳、 黄译腺、 肖勤、 张
宁、 张琪林 、李丹 、刘晶 、刘春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徐州市中心医院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0068 卵形疟原虫生物学特征及其防控关键技术
唐建霞、程洋、唐凤、曹园园、付海田、

张梅花 、徐岁、王拥军、曹俊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江南大学；南通伊仕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069 血吸虫对吡喹酮抗药性及预防对策的研究
梁幼生、戴建荣、李洪军、曲国立、汪伟

、朱荫昌、邢云天、钱科、徐明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2020074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转归的危险因素及
影响肝癌预后分子标记物的循证医学研究

瞿利帅 、刘金霞、 陆翠华、 肖明兵、
倪温慨、 江枫 、沈锡中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20080
宿主遗传因素在慢性丙型肝炎疾病进展中

作用的研究
黄鹏、岳明、张津玮、葛志军、龚伟达、

杨晟、凡豪志、喻荣彬、张云
南京医科大学、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

鼓楼医院、宜兴市人民医院

2020086
基于云平台的江苏省预防接种综合服务管

理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
汤奋扬、 康国栋、 汪志国 、胡冉、 于
静、 周玉平、 汤来红、 吴蕾蕾、 范清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京中卫信软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苏州沈苏自动化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20087
江苏省疾控机构人员编制、岗位设置和绩

效政策研究
陆耀良 、胥翔、 陈智高、 朱立国 、卞

琳琳、 潘丽娜、 江菲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单位

2020006
让宝宝不生病——儿童营养与健康系列科

普作品及推广应用
刘长伟、顾威、唐维兵、潘键、万园园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20075
情景模拟下的健康知识科学普及模式的构

建及应用
高建林、鲁菊英、施琳玲、吴彩霞、邵勇

林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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