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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月 1

日至 12月 31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员

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

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

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

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最

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

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

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奖励

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

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新安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新安医学文献研究与数字化平台建设

研究方向 2 新安医学特色理论的科学内涵研究

研究方向 3 新安医学疑难疾病临床研究

研究方向 4 新安医家名方验方应用基础与开发研究

研究方向 5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王 键 研究方向 新安医学文献研究与数字化平台建设

出生日期 1956 年 11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 年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戴 敏 研究方向 新安医家名方验方应用基础与开发研究

出生日期 1964 年 5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 年

姓名 杨文明 研究方向 新安医学疑难疾病临床研究

出生日期 1964 年 11 月 职称
主 任 医

师、教授
任职时间 2010 年

姓名 胡建鹏 研究方向 新安医学特色理论的科学内涵研究

出生日期 1969 年 10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 年

姓名 李庆林 研究方向 新安医家名方验方应用基础与开发研究

出生日期 1968 年 05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 年

姓名 朱国旗 研究方向 新安医家名方验方应用基础与开发研究

出生日期 1982 年 11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4 年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张伯礼 研究方向 心脑血管病研究

出生日期 1948 年 2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 年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10篇 EI 0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4部 国外出版 0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0项 二等奖 0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0项 二等奖 0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0项 二等奖 0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0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400万元 纵向经费 400万元 横向经费 0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1项 授权数 1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0项 转化总经费 0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0项 行业/地方标准 0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55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8人

院士 0人 千人计划
长期 0人
短期 0人

长江学者
特聘 0 人

讲座 0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0人

青年长江 0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0人

青年千人计划 0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5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0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0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访问学者 国内 0人 国外 0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0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0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中医学 学科 2 中药学 学科 3 中西医结

合临床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16人 在读硕士生 44人

承担本科课程 6712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1967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4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0次 国内

(含港澳台) 2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0项

实验室面积 4500M2 实验室网址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220.0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1120.0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

论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

工作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

的贡献，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研究成果与进展

⑴新安医学文献研究与数字化平台建设

运用传统与现代文献研究方法和计算机文献建库方法，对新安医学文献进

行挖掘、整理，收集新安医籍 46 册；对新安王氏内科辨治哮喘病、水肿、便

秘和带下病的特色与经验进行了总结分析；总结分析明清 3位新安医家论治温

病特色、治疗中风后遗症用药经验及临证运用僵蚕经验；总结分析 3位新安医

家治痹思路与特色;详解新安医家汪机“营卫一气说”的内涵；总结了中医治

则治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完善了新安医学文献数据库，包括“新安医家特色

理论文献数据库”、“新安医家防治疑难疾病（中风、痹病、消渴、肺胀）文

献数据库”、“新安医家名方验方文献数据库”，完善集智能检索、分析与统

计为一体的新安医学数字化信息应用平台，进行系统软件开发研究。发表学术

论文 9篇，出版新安医学流派研究专著 1部，研究成果获安徽省科学技术一等

奖 1项。

论文

A.邓勇，王键.新安王氏内科流派论治水肿经验撷萃.中华中医药杂志，

016，(5):1755-1757

B.卜菲菲，王键，杨硕鹏，等.基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分析王任之治疗中

风后遗症用药经验.2016，(1):51-55

C.岳冬辉，王键.新安名医程门雪论治温病特色探析.中医杂志，2016，

(8):705-707

D.潘云，王键.汪机“营卫一气说”的内涵深析.环球中医药，2016，



(1):86-89

E.何玲，叶铭钢，王键.新安王氏内科辨治哮喘病的特色与思路.中华中医

药杂志，2016，(5):1543-1546

F.谭辉，尹婷婷，王键.新安王氏内科论治便秘特色及验案举隅.中华中医

药杂志，2016，(11):4590-4593

G.叶敏，王键，叶铭刚，等.新安医家王键临证运用僵蚕经验探析.中华中

医药杂志，2016，(11):1696-1698

H.郜峦，王又闻，王键，等.新安王氏内科流派论治带下病经验.中华中医

药学刊，2016，(3):532-534

I.宋菲，胡建鹏，王键，等.中医治则治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医临床杂

志，2016，(12):1657-1659

J.郭锦晨,刘健,汪元. 新安医家程文囿《杏轩医案》治痹验案举隅[J]. 陕

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04:85-86+110.

K.郭锦晨,刘健,汪元等.从《婺源余先生医案》浅析余国珮治痹思路与特

色[J].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28(2):13-14,18.

L.郭锦晨,刘健,王文静等.《医学心悟》痹证治法特色[J].安徽中医药大

学学报,2016,35(1):6-7.

专著

A.王键主编.新安医学流派研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第一版

奖励

A.新安医学继承与创新研究，安徽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安徽省人民政府，

王键、李泽庚、胡建鹏、刘健、方朝晖、杨文明，已公示

⑵新安医学特色理论的科学内涵研究

①缺血性中风气虚血淤病机及益气活血治法作用机制研究



从脑缺血和体外培养胎鼠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 Notch、JAK/STAT信号转导

通路、局部脑血流量、血管再生等方面，对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与探讨。研究

发现益气活血代表方脑络欣通能增加脑局部血流量，保护血管内皮细胞，促进

血管新生；通过调节 Notch、JAK/STAT 信号转导通路，进而促进在体神经干细

胞增殖分化等多个病理生理环节，达到抗脑缺血损伤、保护神经细胞和促进损

伤后修复的作用。完成学位论文 2篇,发表学术论文 3篇,研究成果获安徽省科

学技术一等奖 1项，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安徽省第八届自

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 1项。

论文

A、郜峦，王键，程发峰，等.益气活血化痰中药复方对大鼠胚胎神经干细

胞生长分化增殖的影响机制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2）：113-118

B.谭辉，王键，尹婷婷，等.基于肝功能安全剂量选择的脑络欣通复方对

脑缺血再灌注模型大鼠血管新生及局部脑血流量的影响.中医杂志，2016，

(17): 1231- 1236

C.宋祖荣，徐伟，王键，等.补肾生髓方和益气活血方对局灶性脑缺血再

灌注大鼠额顶叶皮质 Notch 信号通路 Nurr1、SMO mRNA 及其蛋白表达的影响.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2):57-60

学位论文

A.两种中医治法对脑缺血再灌注大鼠缺血侧海马及皮质 JAK1，Fcgr1a 和

Prlr 蛋白表达的影响（2017 届硕士研究生王雅茹）

B.两种中医治法对脑缺血再灌注大鼠额顶叶皮质 Stat1、Socs4、Lrg1 蛋

白表达的影响（2017 届硕士研究生宋菲）

奖励

A.益气活血法对脑缺血和体外培养胎鼠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影响及其作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JZYB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JZYB


用机制研究，安徽省中医药科学技术一等奖，安徽省中医药学会，2016 年，

胡建鹏、王键、王丽娜

B.益气活血方和补肾生髓方对脑缺血再灌注大鼠 Notch-3 和 Frizzled

2mRNA 及蛋白表达的影响，安徽省第八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安徽

省科协、安徽省科技厅、安徽省人社厅，2016 年，吕磊、胡建鹏、王键

C.新安医学继承与创新研究，安徽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安徽省人民政府，

2016 年，王键、李泽庚、胡建鹏、刘健、方朝晖、杨文明

②慢阻肺脾肾两虚病机及固本培元治法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新安医家汪机等治疗肺胀理论与临床经验，率先提出肺胀致肺动脉高压

的病因病机是“脾肾两虚”，并提出固本培元治法，选用 COPD 痰瘀阻肺证大

鼠模型，从 Rho 表达与肺血管重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认为肺胀“脾

肾两虚”病机发生机制 Rho 激酶表达增加，导致血管重构。研究发现芪白平肺

胶囊能降低 Rho 激酶在血清、肺组织及肺动脉中的表达，改善肺血管收缩、减

轻肺血管重构，从分子水平初步揭示肺胀血管重构发病机制、发生发展规律，

有效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发表学术论文 1篇，获安徽省科学技术一

等奖 1项。

论文

A.方莉，王传博，王婕琼,等.芪白平肺胶囊对 COPD 痰瘀阻肺证肺血管重构大

鼠 Rho 激酶表达的影响.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1):229-232

③类风湿性关节炎脾虚湿困络阻病机及健脾化湿通络治法作用机制研究

选用佐剂关节炎大鼠模型，从滑膜组织血管生成等角度进行研究，研究发

现佐剂关节炎大鼠滑膜 PTEN/PI3K/AKT 通路表达失调，引起滑膜血管新生，肺

功能下降，Keap1/Nrf2-ARE、TGF-b1/Smads 信号通路失调。而健脾化湿法具

有降低大鼠滑膜组织 VEGF、HIF-1α的表达发挥抑制滑膜血管新生，改善肺功

能，调节 Keap1/Nrf2-ARE、TGF-b1/Smads 信号通路的作用。发表学术论文 5

篇，出版专著 1部，获得科技成果 2项，获得安徽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1 项，安徽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

论文

A.WAN LEI , LIU JIAN *, H AUNG CHUANBING,RESEARCH OF XINFENG CAPSULE

ON PULMONARY FUNCTION BASED ON THE B, T CELL IMMUNITY IN THE RAT MODEL

OF ADJUVANT INDUCED ARTHRITIS, Acta Medica Mediterranea, 2016, 32:

1129-1136

B.Yue Sun, Jian Liu, Lei Wan, Fang Wang, Xiao-jun Zhang, Ya-jun Qi.

Improving Effects of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s on Cardiac Function via

Keap1/Nrf2-ARE Signal Pathway in Adjuvant Arthritis Rat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2016, 8(2):143-153

C.张晓军,刘健,万磊等.健脾化湿通络方对佐剂关节炎大鼠滑膜血管新生

的影响.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9(11):902-908

D.Huang C, Wan L, Liu J.Effect of Xinfeng capsule on nuclear factor

Kappa B/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and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1/Smads pathways in rats with cardiac injuries induced by adjuvant

arthritis.J Tradit Chin Med. 2016 Feb;36(1):92-100

E.姜辉,刘健,高家荣等.新风胶囊上调佐剂性关节炎大鼠滑膜组织 Bax 和

caspase-3 表达并下调 Bcl-2 表达.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

志,2016,32(4):457-461

科技成果

A.刘健.基于 TGF-b1/Smads 和 ERK 通路 cross-talk 的中药复方新风胶囊

改善佐剂性关节炎大鼠肺功能的机制研究，安徽省科技成果，2016 年

B. B.刘健.基于循证医学的新安健脾单元疗法治疗膝骨关节炎临床研

究，安徽省科技成果，2016 年



专著

A.汪元.第二届国医大师临床经验实录:国医大师徐经世.北京：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社,2016 年 3 月（编委）

奖励

A.新风胶囊改善佐剂性关节炎大鼠系统病变的细胞及分子生物学机制研

究，安徽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安徽省中医药学会，2016 年，汪元，

刘健

④消渴病阴虚血瘀病机及益气养阴、活血通络治法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新安医家叶天士提出消渴病病机为“阴亏阳亢，津涸热淫”及叶天士

的“久病入血络，久痛血瘀”的论点，提出了“气虚、阴亏、血瘀”是 2型糖

尿病的主要病机及“益气养阴、活血通络”治则。对益气养阴活血法对 2型糖

尿病血管病变大鼠血清的代谢组学进行研究，在正、负离子模式下分别筛选出

11 个和 4 个差异性标志物，差异性标志物分别于氨基酸代谢、胆汁酸和脂代

谢以及氧化应激状态相关。该法可以保护血管内皮细胞,防治 2型糖尿病血管

病变,其作用机制可能在于调节氨基酸代谢、胆汁酸和脂代谢以及氧化应激状

态相关。发表学术论文 1 篇，出版专著 1 部，获获安徽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

论文

A.高家荣，方朝晖，庄星星,等.基于ＵＰＬＣ／ＱＴＯＦ－ＭＳ技术的丹

蛭降糖胶囊防治２型糖尿病血管病变大鼠的血清代谢组学研究.中国医院药学

杂志.2016，36（11）：878-781

专著

A.鲍远程主编.中国分子糖尿病学.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年

⑶新安医家名方验方应用基础与开发研究

总结完善了脑络欣通胶囊原辅料、制剂质量研究以及脑络欣通胶囊稳定性

研究，脑络欣通胶囊工艺筛选与评价研究以及其有效性与安全性评价研究任

务。新风胶囊在前期药学、质量控制、药效学、急性毒性试验研究的基础上，



继续开展毒理学实验研究。培元胶囊的功能性、安全性评价研究。发表学术论

文 17 篇，出版专著 4 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项，申请审核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论文

A. Yuan X, Chen J, Dai M. Paeonol promotes microRNA-126 expression

to inhibit monocyte adhesion to ox-LDL-injured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and block the activation of the PI3K/Akt/NF-κB pathway.Int J Mol

Med. 2016, 38(6):1871-1878

B.胡文君, 张振, 戴敏.丹皮酚通过抑制 PI3K/AKT-NF-κB 通路对 LPS 诱

导的与平滑肌细胞共培养的大鼠血管内皮细胞的保护作用.中国中药杂志,

2016, 41(12):2298-2302

C.黄天擎,何瑞曦,陈贺骏涛,等.丹皮酚泡囊乳膏的制备及其体外透皮吸

收考察.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35(3):79-83

D. Fang Li, Rongfeng Hu, Bin Wang, et al. Self-microemulsifying drug

delivery systems for improving the bioavailability of Huperzine A and

lymphatic uptake.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

http://dx.doi.org/10.1016/j.apsb.2017.02.002

E.Gang Cheng, Rong-Feng Hu, Bin Wang, et al. Preparation and In

Vitro/In Vivo Evaluation of puerarin solid self-microemulsifying drug

delivery system by spherical crystallization technique.AAPS

PharmSciTech, 2016, 17(6): 1336–1346

F.陈艳君,胡容峰,朱双双,等.f2法与AV值法评价国内不同厂家格列齐特

缓释片与原研制剂的体外释放曲线的相似性.中国药房, 2016, 27(9):

1230-1233



G.Lingliang Long, Rongfeng Hu,Chi Zhang, et al. Complete

suppression of the fluorophore fluorescence by combined effect of

multiple fluorescence quenching groups: A fluorescent sensor for Cu2þ

with zero background signals Analytica Chimica Acta, 2016,9 (08) : 1-7

H.朱双双,胡容峰,孙超杰.增塑剂及肠溶致孔剂对醋酸纤维素游离膜性能

的影响.安徽医药,2016,10:1836-1841

I.Yongtai Zhang, Zhe Li , Rongfeng Hu, et al. Ethyl

oleatecontainingnanostructuredlipid carriers improve oral

bioavailability of trans-ferulic acid as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

2016,511 (01) : 57-64

J. Jiang H，Qin XJ，Li WP，Ma R，Wang T，Li ZQ. LncRNAs expression

in adjuvant-induced arthritis rats reveals the potential role of

LncRNAs contributing to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hogenesis.Gene, 2016,

539:131-42

K. Jiang H，Liu J，Wang T，Gao JR，Sun Y，Huang CB，Meng M，QinXJ.Urinary

metabolite profiling provides potential differentiation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adjuvant-induced arthritis in rats. Biomedical

Chromatography, 2016,30(9): 1397-45

L.姜辉，刘健，孟楣，等.新风胶囊连续灌胃对大鼠的毒性研究.中国临床

保健杂志，2016，19(1)：72-78

M.姜辉，刘健，孟楣，等. 新风胶囊对犬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中

医药临床杂志，2016，28(1)：91-94

O.孟楣,张静，江莹，等. 基于“化学基础”探讨新风胶囊方中雷公藤配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7851731630621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78517316306214


伍减毒作用.中药材,2016，39（8）:1829-1832

P.许坡，孟楣，张静，等.基于“性味理论”探讨雷公藤配伍减生殖毒性

的研究进展.中国药房 2016，27（10）:1412-1414

Q.唐利宇，孟楣，江莹，等扶正制毒配伍降低雷公藤肾毒性研究进展.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6，22（7）:229-234.

R. 唐利宇，孟楣，张贺，等基于雷公藤配伍前后雷公藤内酯酮含量变化

探讨其减毒机制[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16，23（8）:87-90

发明专利

A.桂双英，等.一种提高免疫力的中药制剂及其制备方法。中国，

2015.08.28 申请，申请号：201510541171.X，2015.12.30 进入实审.

B.环孢素 A固体自微乳微粒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ZL 201210078751.6，

授权日期：2016 年 3 月 23 日

专著

A.戴敏副主编.《中药药效研究思路与方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年

B.戴敏副主编.《中药药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年

C.孟胜男，胡容峰主编.药剂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6.年

D.孟胜男，胡容峰 主编.药剂学实验指导[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2016 年

⑷新安医学疑难疾病临床研究

以中风（气虚血瘀证）、消渴（气虚阴亏血瘀证）、肺胀（肺肾气虚、痰

瘀阻肺证）、痹病（脾虚湿盛、瘀血痹阻证）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验证了新

安医学特色治法和经验治疗 4种中医疑难疾病的临床疗效，完善了 4种疗效确

切、具有可行性、可推广的具有新安医学特色和优势的疾病综合治疗方案，形

成了 4种疗效确切的院内制剂（脑络欣通胶囊、丹蛭降糖胶囊、复方芪薏胶囊、



芪白平肺胶囊）。发表学术论文 13 篇，出版专著 3部，获安徽省中医药科学

技术三等奖 1项。

论文

A.Wan L, Liu J*, Huang CB, Wang Y, Chen X, Zhang WD, Wang GZ, Fan

HX,Ge Y, Chen RL, Cao YX, Zong RK, Liu TY,Xinfeng Capsule for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 with decreased pulmonary

function –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Chin J Integr

Med,2016,22(3):168-176

B.朱福兵,刘健,王桂珍，等.新风胶囊通过抑制 miR-155/SOCS1/NF-κB

通 路 降 低 干 燥 综 合 征 患 者 血 液 高 凝 状 态 . 细 胞 与 分 子 免 疫 学 杂

志,2016,32(10):1366-1371.

C.章平衡,刘健,谈冰,等.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高凝血状态与核因子κB

活化及致炎因子增加有关.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2016,32(3):364-368

D.方利,刘健,万磊等.新风胶囊通过抑制 miR-155/NF-κB 信号通路改善

强 直 性 脊 柱 炎 活 动 期 患 者 高 凝 状 态 . 细 胞 与 分 子 免 疫 学 杂

志,2016,32(8):1094-1098,1104

E.孙玥,刘健,万磊. 新风胶囊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肺功能的影响. 中国

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6, 36(7):814-820

F.章平衡,刘健, 谈冰,等.基于 Act1/NF-κB 信号通路探讨类风湿关节炎

患者血瘀状态的机制及新风胶囊对其影响.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6,36（8）：

922-928

G.方利,刘健,朱福兵.新风胶囊对强直性脊柱炎活动期患者血栓形成因子

及炎症细胞因子的影响.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6,10:1202-1207

H.谈冰,刘健,章平衡等.基于 NF-κB 信号通路探讨新风胶囊改善骨关节炎

患者血瘀状态的机制.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6,11(9):1274-1281

I.方利,刘健,朱福兵,等.新风胶囊对强直性脊柱炎活动期患者血液高凝

状态影响及其机制探讨.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6,11(7):949-955

G.章平衡,刘健,谈冰,朱福兵,方利. 新风胶囊通过调节 NF-κB 通路改善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高凝状态. 免疫学杂志,2016,01:49-55



K.章平衡，刘健，谈冰，等. 基于 IL-17/Act1/NF-κB 通路探讨新风胶囊

改善 RA 患者高凝状态的机制.免疫学杂志，2016,32（1）:49-55

L.章平衡，刘健，谈冰，等.新风胶囊通过降低 NF-κB 信号通路活性改善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血瘀状态.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11）：4684-4689

M.李中南，张帆，刘珊珊，等.丹蛭降糖胶囊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 E-

选择素、趋化因子-9 的影响.中国临床保健杂志,19(2):16--162

N.郭 飞，杨文明.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的研究进展.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6，24（11）：4-6

专著

A.杨文明主编.神经病学（第 2版）.十三五规划教材，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年

B.汪元编委.第二届国医大师临床经验实录:国医大师徐经世.北京：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社，2016 年

C.韩辉主编.韩明向杏林耕耘 60 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年

奖励

A.国医大师徐经世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与应用，安徽省中医药科学技术三

等奖，安徽省中医药学会，2016 年，汪元

社会影响和效益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对人类健康和世界文明做出了伟大贡

献。中医药作为独具特色的卫生资源，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作为我国原创的医药科学，具有极大的自主创新潜力，其研究成果具有

自主创新知识产权，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我国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体现。中医学术流派是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形式，是经验积

累的途径、理论产生的土壤、学术发展的动力、人才培养的摇篮。

初步建立新安医学文献数据库及数字化信息平台，并向校内外提供查询服务。

运用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方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临床科研平台，通过

文献研究、临床调查研究，采用统计分析并结合专家意见，结合新安医学特色

理论，制定 4种中医疑难疾病中医药防治临床路径，并开展考核验证，试用和



完善，形成 4种中医疑难疾病中医临床诊疗规范，积极构建推广示范网络，加

强研究成果应用。研究内容纳入本科教材及研究生教材，研究内容是临床实习

带教、考核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主要内容。通过临床研究形成具有新安医

学特色的 4个病种的诊疗规范，形成脑络欣通胶囊、丹蛭降糖胶囊、复方芪薏

胶囊、芪白平肺胶囊 4种院内制剂，临床疗效确切，使用患者逐年增加，销量

逐年提高。

制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气虚证候演变规律及其兼夹证专家共识”得

到行业内部一致认可，由 2014 年《中华中医药杂志》发布， 参与国家药监局

新药评审专家委员会《中药、天然药物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的制定;参与痛风、成人 still 病、多肌炎、硬皮病中医临床诊疗指南的

制定，修订糖尿病足、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通过对具有确

切临床疗效的新安医家名方验方进行中药新药及保健品的应用基础与评价研

究，以揭示新安医家名方验方治疗疾病的科学内涵及组方规律，加快新安医学

的传承与创新发展。以新安医学学术思想的内在规律为着眼点，探寻名医组方

思想，挖掘、整理新安医家名方、验方，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

为新药进一步研制提供研究基础。汇聚新安医学研究领域高层次的人才梯队，

培养学术研究骨干及队伍，为揭示新安医学方药配伍规律、效用机理和新产品

研究，对指导临床用药、提高临床疾病的治疗水平具有推动作用。2016 年 4

个院内制剂广泛应用于临床，疗效明显；脑病、消渴、肺病和痹病门诊量 60

余万，年均增长近 20%。2016 年承办全国新安医学流派专题研讨会暨新安王氏

内科学术经验研究及应用学习班。新安王氏内科流派工作室接受日本学者专

访，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中医临床出版了新安医学特集。

研究有代表性的中医学术流派，对继承中医的学术经验，挖掘原创思维，

促进中医学术发展，提高中医临床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新安医学研究工

作，是新形势下国家对中医药发展战略的需求，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城市社

区卫生服务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需求，是国家和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也是我校加强中医药特色内涵建设与培育中医人才的需求。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新安医学继承与创新及其 3个课题的研究，2016

年 6 月 28 日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国家“973”计划项目子课题 1项，国家自

然基金项目 22 项，其他省部级项目 16 项，本年度到帐科研经费 400 余万元。

实验室划拨开放基金 5万元，向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内的校内外开放。完

成安徽省“115”新安医药研究与开发和中医脑健康药物研发产业创新团队研

究任务。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5项，获得专利 1项，申请受理中 1项。

主编出版著作或教材 10 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39 篇，其中标注实验

室论文 16 篇，SCI 收录 9篇。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类别

1
中医理论的形成与

发展及其规律研究*

2013CB53

2001
胡建鹏

2013.01-

2016.12
50.0

国家“973”

计划项目

课题

2
新安医学传承和发

展研究

2012BAI1

26B00
王 键

2012，01

-2015，12
968.0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项目

3

新安医学文献和特

色理论及其治法研

究

2012BAI1

26B01
王 键

2012，01

-2015，12
403.0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课题

4
新安医家名方验方

筛选评价研究

2012BAI1

26B03
戴 敏

2012.01-

2015.12
368.0

国家十二

五科技支

撑计划课

题

5

动脉粥样硬化血管

内皮细胞 microRNAs

表达谱特征及丹皮

酚干预作用

81274134 戴 敏
2013.1-

2016.12
73.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6

新藤黄酸通过调控

PI3K/Akt/mTOR 信号

通路诱导肿瘤细胞

发生自噬性死亡的

研究

81173600 李庆林
2012.01-

2015.12
57.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7

桃红四物汤调节产

后血瘀状态血小板

alpha 颗粒释放的物

质基础及作用途径

研究

81473372 彭代银
2015.01-

2018.12
73.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8

基于球晶技术固体

自微乳的构建及淋

巴转运特性研究

81274100 胡容峰
2013.01-

2016.12
69.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9

基于静电自组装的

微针-立方液晶复合

系统的构建及促盐

酸青藤碱透皮性能

评价

81274099 桂双英
2013.01-

2016.12
70.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10

血管平滑肌细胞自

噬机制对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形成影响

及丹皮酚干预作用

81473386 戴 敏
2015.01-

2018.12
73.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11

透过血-关节囊液屏

障的牛膝下行作用

对栀子苷在实验性

关节炎 micro

RNA-146a/124a-F-a

ctin 信号调节的研

究

81473400 吴 虹
2015.01-

2018.12
73.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12

Nrf2/ARE 调控 COPD

肺支气管上皮 MRP1

表达及化痰降气方

对其干预作用与机

制研究

81473536 汪电雷
2015.01-

2018.12
70.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13

补肾化痰祛瘀方对

Wilson 病TX小鼠卵

泡发育障碍的作用

及 ERK1/2 信号通路

调控机制研究

81673811 韩辉
2017.01-

2020.12
57.0

国家自然

科学资金

项目

14

芪玉三龙汤调控

microRNA21 及

PTEN/PI3K 通路对

NSCLC 的作用研究

1708085M

H197
童佳兵

2017/07 -

2019/06
8.0

安徽省自

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

目

15

基 于

miR146a-TLR4/

NF-κB 信号通路研

究新风胶囊治疗佐

剂性关节炎大鼠心

脏病变的免疫机制

81302967 汪 元
2014.01-

2016.12
23.0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目



16

程氏蠲痹汤通过调

节 GRK2 调控 GPCRs

信号通路影响类风

湿关节炎T淋巴细胞

功能的机制研究

81302911 许 霞
2014.01-

2016.12
23.0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目

17

基于 Notch/Treg 信

号通路研究中药新

风胶囊改善佐剂型

关节炎大鼠肺功能

的机制

81403388 万 磊
2015.01-

2017.12
23.0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目

18

基于 PI3K/AKT 信号

通路研究新风胶囊

抑制佐剂型关节炎

血小板微粒释放的

机制

81473672 黄传兵
2015.01-

2018.12
74.0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目

19

基于RhoA/ROCK信号

通路的益气化痰祛

瘀法干预慢阻肺气

道重塑的机制研究

81473765 张念志
2015.01-

2017.12 75.0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目

20

基 于 Ca2+ -

Calcineurin-NFAT

信号通路的益气化

痰祛瘀方对 COPD 血

管重构的机制研究

81403308
朱 洁

2015.01-

2017.12
23.0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目

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肝豆扶木汤对肝豆

状核变性 TX 小鼠肝

纤维化 TGF-β

1/Smad 信号转导通

路的影响

81373599 杨文明
2014.01-

2017.12
75.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22

ERK 信号通路介导的

海马神经再生在化

痰祛瘀方肝豆灵改

善Wilson病 TX小鼠

学习记忆中的作用

研究

81473534 韩 辉
2015.01-

2018.12
74.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23

基于 miRNA 时空特异性

调控 Wnt 通路的益气活

血通络法影响神经再生

机制研究

谭辉
2017.01-

2019.12
26.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24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项目（脑病科）
杨文明

2012.01-

2016.12
500.0

国家卫计

委

25

重大疑难疾病临床

防治中心（肝豆状核

变性）

杨文明
2013.01-

2017.12
400.0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



26

重大疑难疾病（糖尿

病前期）中医药服务

能力提升项目

方朝晖
2013.01-

2016.12
300.0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

中医药部

门公共卫

生项目

27

现代中药质量控制

研究创新团队 戴敏
2016.01-

2018.12
180.0

安徽高校

科研平台

创新团队

建设项目

28

基于 PTEN-PI3K/AKT

信号通路调控细胞

自噬研究新藤黄酸

逆转乳腺癌耐药的

作用机制

81673650 李庆林
2017.01-

2019.12
60.0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上项目

29
表儿茶素分离鉴定

及其应用

14030620

24
李庆林

2014.01-

2016.06
30.0

安 徽 省 对

外 合 作 科

技

30

GPR30: 人 参 皂 苷

Rg1 促进老年小鼠学

习记忆的新靶点？

81673716 朱国旗
2017.01-

2020.12
57.0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上项目

31

早期生活应激通过

抑制Calpain介导的

SCOP 降解影响成年

精神活动的机制研

究

81601181 朱国旗
2017.01-

2019.12
17.0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青年项目

32

基于FAK/Calpain为

中心的信号转导网

络调控血小板活化

探讨新风胶囊对 AA

大鼠作用机制

81503558 纵瑞凯
2016.1-2

018.12
21.0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青年项目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家科
技（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并在类
别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的项目
或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 新安医学文献研究与数字化平台

建设
牛淑平

阚红星、王 鹏、陆 翔、

郜 峦

2新安医学特色理论的科学内涵研

究
王 键

胡建鹏、朱国旗、李

净、唐 巍

3新安医学疑难疾病临床研究 杨文明
李泽庚、刘 健、方朝

晖、汪 元、童家兵

4新安医家名方验方应用基础与开

发研究
戴 敏

李庆林、胡容峰、桂双

英、孟 楣、汪 宁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 王 键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教 授 60 2011 年至今

2 牛淑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 授 54 2011 年至今

3 胡建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47 2011 年至今

4 李 净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 授 49 2011 年至今

5 朱国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34 2014 年至今

6 阚红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2011 年至今

7 何 玲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讲 师 29 2011 年至今

8 方朝晖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主

任医师
48 2011 年至今

9 童家兵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主治医

师
34 2011 年至今

10 鲍陶陶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主治医

师
36 2011 年至今

11 刘 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主任医

师
51 2011 年至今

12 黄传兵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主任医

师
44 2011 年至今

13 汪 元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主任

医师
36 2011 年至今

14 李泽庚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教 授 53 2011 年至今

15 张念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主任医

师
45 2014 年至今

16 朱慧志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

师
44 2011 年至今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7 杨文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主

任医师
50 2011 年至今

18 李庆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46 2011 年至今

19 王训翠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副研究

员
37 2011 年至今

20 吴生兵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助理研

究员
37 2011 年至今

21 王丽娜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助理研

究员
36 2011 年至今

22 胡容峰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 授 47 2011 年至今

23 王 斌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实验师 33 2012 年至今

24 彭代银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教 授 54 2011 年至今

25 戴 敏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 授 51 2011 年至今

26 陈卫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50 2012 年至今

27 汪 宁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45 2011 年至今

28 程旺兴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44 2011 年至今

29 桂双英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6 2011 年至今

30 汪电雷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8 2011 年至今

31 吴 虹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9 2011 年至今

32 吴德玲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教授 40 2011 年至今

33 杨 晔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3 2011 年至今

34 尹登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8 2011 年至今

35 唐 巍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6 2011 年至今

36 吴元洁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教授 35 2012 年至今

37 李姿慧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1 2012 年至今

38 吴家文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4 2014 年至今

39 周 安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副教授 35 2012 年至今

40 陆 翔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48 2011 年至今

41 孟 楣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主任药

师
53 2011 年至今

42 黄和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2011 年至今

43 金传山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教授 52 2011 年至今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44 许凤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7 2011 年至今

45 杨 俊 研究人员 女 学士 教 授 55 2011 年至今

46 龙子江 研究人员 男 学士 教 授 60 2011 年至今

47 杨青山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讲 师 31 2011 年至今

48 宋小鸽 研究人员 女 学士 研究员 62 2011 年至今

49 张彩云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1 2011 年至今

50 张 伟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讲 师 31 2011 年至今

51 孟 楣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主任药

师
54 2011 年至今

52 周美启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教 授 51 2011 年至今

53 苏婧婧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实验师 29 2012 年至今

54 李 梦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教 授 40 2011 年至今

55 汪天明 管理人员 男 硕士 讲 师 36 2013 年至今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
聘用的聘期 2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

工作期限

1
Robert M
Anderson

其他 男 63 教授 美国 密执根大学
2012 年至

今

2 韩义皇 其他 女 31 博士 中国 在读
2014 年至

今

3 孙钥 其他 女 27 博士 中国 在读
2014 年至

今

4 崔帅 其他 男 31 博士 中国 在读
2014 年至

今

5 张艳艳 其他 女 35 博士 中国 在读
2015 年至

今

6 孙 靖 其他 女 34 博士 中国 在读
2015 年至

今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

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

作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新安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作为重点地学科研究平台，并依托 10 个国

家中医药重点学科、1个安徽省重中之重学科、2个安徽省学科建设重大项目

学科、3个安徽省博士后岗位授权学科、6个安徽省 B类重点学科，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新安医学作为以上学科主要研究方向或内容，有力推动

与促进学科发展，也推动学科交叉与合作，同时提升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层

次。在促进学科发展的同时，有力推进安徽省 2个“115”产业创新团队建设，

也促进了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2016 年所涉及 4个一级学科参加全国学

科评估，其中中医学、中药学排名中上等，所涉及 16 个二级学科学位点通过

学校合格评估，中药学通过国家教育部专项评估，获得良好成绩和较好评价。

推动中医药信息学、中医文化学等交叉学科发展，中医基础理论、中医痹病学

为安徽省向国家局推荐 3个优秀学科中 2个，且 2016 年初中医基础理论在全

国该学科评估中位于前列。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

程、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实验室主讲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 28 门，承担总课时数 6712。注重研究生

和本科生培养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承担国家级教改项目 4项：中医基础理论国

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中药学国家级教学

团队，省级教改项目 8项，尤其注重研究生教材建设及英语教育教学改革，新

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材 3部，开设新安医学教改班，新安医学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获安徽省教学成果奖 3项，指导本科生进行大

学生创新项目 20 项。主编、副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4 部，目前正在主编、参编

研究生国家规划教材 3部。主讲教师在讲授基本教学内容的同时，及时把教学

改革成果和科学研究最新发展成果引入教学中，尤其是研究生科研思路与方法

的教学，使继承和发展相结合，扩大学生的眼界和思路。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

流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实验室围绕 4个主要研究方向开展科研与教学工作，并与研究生和新安班

本科生培养密切结合，关注研究领域最新进展，建立了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

质量监控与评价制度；研究生培养配合安徽省研究生培养“千人计划”和学校

研究生培养创新计划；重点在九个环节进行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与评价；支持研

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注重培养研究生科研素养、创新能力、科研技能及

应用能力。

新安医学作为中医学、中药学一级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重要研究方

向，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积极开展新安

论坛活动，加强研究生导师培训，建立了网络学习平台，实验室制作常见仪器

与技术方法幻灯片，挂靠实验室网站，便于学生学习。指导本科生大学生科技

创新项目 26 项，在实验室指导下本科生获全国医药院校药学（中药学）实验

技能大赛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基于图像处理技术的集成式薄层色谱分析

仪的设计制作及软件开发 ”获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三等奖、安徽省特等奖；指导新安医学教改班和药学、中药学本科毕

业生毕业设计。

受香港理工大学邀请，博士生吴子建、施慧、蔡荣林赴香港理工大学参加

了“香港理工大学未来领袖交流培训项目”。2016 正式招收博士研究生 15 名，

联合培养博士 1人，在读硕士生 44 名、博士生 16 名，2016 年培养博士 3名，

硕士 36 名。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平

论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1、Yuan X, Chen J, Dai M*. Paeonol promotes microRNA-126 expression

to inhibit monocyte adhesion to ox-LDL-injured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and block the activation of the PI3K/Akt/NF-κB pathway[J]. Int

J Mol Med, 2016; 38(6): 1871-1878.（导师戴敏）

2、Gang Cheng, Rong-Feng Hu, Bin Wang, et al. Preparation and In Vitro/In

Vivo Evaluation of puerarin solid self-microemulsifying drug delivery

system by spherical crystallization technique. AAPS PharmSciTech，

December 2016, Volume 17, Issue 6, pp 1336 – 1346 DOI:

10.1208/s12249-015-0469-8.（导师胡容峰）

3 、 Mei Wang ， Youyang Hu ， Yifei Fan ， Yan Guo ，

FanglinChen ， Shuo Chen ，

Qinglin Li* and Zhiwu Chen*.Involvementof Hydrogen Sulfide in Endothel

ium-Derived Relaxing Factor-Mediated Responses in Rat Cerebral Arterie

s[J]. J Vasc Res, 2016;53:172–185（导师李庆林）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大会发言

何玲 博士

2016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基

础理论分会第四届国际学术

研讨会

王键

2 大会发言 王丽娜 博士

第二届国际抑郁共病暨第十

二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基础理

论学术研讨会

胡建鹏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

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http://link.springer.com/journal/12249/17/6/page/1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实验室分别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等高校和研

究机构开展科研合作，继续推进 6项开放课题研究，划拨经费 10 万元，用于新安

医学名方验方药理药效研究及文献数据库建设，目前课题进展顺利。

序

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1

脑络欣通方中

关 键 物 质 川

芎、黄芪对大

鼠脑缺血后神

经可塑性的影

响

4.0 吴旭 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生命学院

2015， 01-

2016，12

2

脑络欣通方中

黄芪甲苷对局

灶性脑缺血细

胞自噬的影响

极其细胞保护

作用的机理研

究

4.0 汪惠丽 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

生物与食品学

院

2015， 01-

2016，12

3

脑络欣通调节

降钙素基因相

关肽改善血管

性痴呆大鼠模

型认知功能的

实验研究

4.0 孙林娟
副主任

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

院西苑医院脑

病科

2015， 01-

2016，12

4

程氏蠲痹汤治

疗类风湿性关

节炎作用及部

分机制研究

4.0 徐红梅 副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

医学工程学院

2015， 01-

2016，12

5

新安医学丸散

膏丹方药信息

库建设研究

2.0 江国庆
副研究

员

黄山市新安医

学研究中心

2015， 01-

2016，12

6

新安医家防治

中风病方药数

据库建设及文

献研究

2.0 潘兴乾
副研究

员

安徽省马鞍山

老年医疗保健

研究所

2015， 01-

2016，12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召开时间参加人数 类别

1

全国新安医学流派专

题研讨会暨新安王氏

内科学术经验研究及

应用学习班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学术流派

工传承推广办

公室

安徽中医药大

学新安王氏医

学流派传承工

作室

李大宁

王键

11 月

18-20 日
120

全国

性

2
第三届皖江脑病论坛

在肥召开

安徽省中医药

学会脑病专业

委员会主办

鲍远程

杨文明

11 月 6-7

日
100

全国

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

研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

计划、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

填写。

国际

1、2016 年 11 月 11 日至 17 日，杨文明、胡建鹏、桂双英参加新西兰第

十三届世界中医药大会和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一带一路”中医药文化周活动

及“中澳中医药学术研讨会”

2、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1 月，汪电雷同志应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

分校的邀请，赴美国进行学术访问

3、2016.09. 04 至 2016.09.30，倪英群在哈佛大学医学院 Joslin 糖尿病

中心学术交流与学习

国内

1、2016 年 6 月 17 日，应学校邀请，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我校客座教授

樊代明院士第三次做客新安论坛，做题为《走向医学发展新时代》的主题报告

2、2016 年 12 月 22 日上午，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院长郝海平做客我校新

安论坛



3、2016 年 11 月 18 日至 20 日，全国新安医学流派专题研讨会暨新安王

氏内科学术经验研究及应用学习班在肥举行，实验室主任王键教授主持会议

4、2016 年 6 月 16 日上午，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澳门大学）

副主任李绍平教授，应邀来我校做新安论坛学术报告

5、2016 年 3 月 6 日上午，中国科技大学周江宁教授及其团队一行 7位专

家与实验室脑病研究主要骨干进行脑病基础与应用研究学术沙龙活动

6、2016 年 3 月 12 日下午，新安医学研究的未来十年沙龙在合肥举行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1、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举办新安论坛 7次；

2、建立了实验室网络学习平台，制作常见仪器与技术方法幻灯片，挂靠

实验室网站；

3、举办全国新安医学流派专题研讨会暨新安王氏内科学术经验研究及应

用学习班；

4、充实“新安医学网站”内容、“新安医学文化馆”作为新安医学教育

的重要延伸，传播新安医学；

5、编写出版新安医学流派研究专著；

6、主编《中国医学大百科全书--中医基础卷》，传播中医。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籍

1 张伯礼 男 教授 67 中国中医科学院 否

2 黄璐琦 男 教授 47 中国中医科学院 否

3 刘 良 男 教授 59 香港浸会大学 否

4 王 键 男 教授 58 安徽中医药大学 否

5 周江宁 男 教授 56 中国科技大学 否

6 吴伟康 男 教授 69 中山大学 否

7 李 冀 男 教授 57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否

8 彭代银 男 教授 51 安徽中医药大学 否

9 李泽庚 男 教授 52 安徽中医药大学 否

10 魏 伟 男 教授 55 安徽医科大学 否

11 杜卫东 男 教授 49 德国海德堡大学 是

12 许能贵 男 教授 49 广州中医药大学 否

13 王 平 男 教授 54 湖北中医药大学 否

14 吕志平 男 教授 59 南方医科大学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

员、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新安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托中国科技大学周江宁教授及

其团队一行 7 位专家,对实验室建设情况进行现场指导和讨论交流。实验室主

任、副主任、固定人员及研究生参加会议。

实验室主任王键教授作了“新安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情况汇报”。

中国科技大学周江宁教授：①实验室建设发展首先应做好顶层设计，凸现技术

及研究特色，找准着力点和可突破领域进行研究；②新安医家名方验方研究一

是要基于临床确有疗效，二是要研究规范化，三是要加强物质基础研究；③实



验室应加快优秀人才培养引进，尤其是海外人才，做到引得进、留得住、尽其

才，学校设立基金，大力推动高层次人才引进，人永远是第一位，以促进实验

室快速发展；④目前欧洲、美国、日本相继出台脑科学研究计划，实验室在这

方面研究，首先发挥中医药特色与优势，其次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希

望实验室能积极参与安徽脑科学研究计划。

中国科技大学6位教授及实验室4位教授就其研究领域研究进展分别作了

主题报告。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

费、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

进、团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安徽省教育厅、安徽中医药大学在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

均将重点实验室建设列为建设的重点，赋予相对独立人事权和财务权，在资源

分配上，计划单列，与院系平行，提供研究场所、保证配套资金的落实及其他

相关各项保障，确保实验室建设的顺利进行。2016 年学校划拨基本运行经费

80 万元，划拨 6项开放课题 5万元，新添置仪器设备 1000 余万元，并对部分

实验室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完善 4个相对独立研究单元平台：文献研究技术平

台、基础实验研究平台、新药研究与开发技术平台与临床研究技术平台。实验

室固定人员所招收的博士占学校所招人数 80%，“脑健康与药物研发”团队获

批安徽省第六批“115”产业创新团队，新安医学继承和创新研究获安徽省科

技一等奖，学校在课题立项和人才培养引进上优先资助支持。2016 年实验室

环境与技术平台建设得到进一步整合与提升，管理与运行水平得到进一步完善

与提高，团队建设水平和层次得到进一步优化与提升。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

级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实验室应制定仪器

设备使用和维护管理制度、仪器设备操作规程，所有仪器设备相对集中，统一

管理。由实验室主任负责分配，分管副主任负责管理，对大型仪器设备设专门

技术人员管理，其他仪器设备应明确具体管理人员，负责仪器设备的登记、使

用、清洁与维护等日常工作和资料的统计与上报工作。实验室仪器设备在优先

满足重大项目研究使用的前提下，创造条件，“面向社会、开放使用”，明显

提高了使用效率。

六、审核意见
1、实验室负责人意见

实验室承诺所填内容属实，数据准确可靠。

数据审核人：

实验室主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2、依托高校意见

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意见：

（需明确是否通过本年度考核，并提及下一步对实验室的支持。）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