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科技创新团队

序号 团队类别 团队名称 负责人 简介

1

陕西省科

技厅科技

创新团队

陕西中医学院中西

医结合防治骨退行

性疾病创新研究团

队

袁普卫

本团队在全国名老中医李堪印教授带

领下在国内较早开展中医药防治骨性

关节炎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提出中医

药防治骨性关节炎的思路及策略，面

向学科研究前沿和产业发展需求，坚

持协同创新，以重点科技创新团队为

平台，获得多项科技成果。

2

中西医结合防治脑

血管病诊疗技术研

究创新团队

张慧

2017 年建立的以中风病临床规范化

预防、治疗及康复方案的推广与示范

研究；中风病证型、体质与药物基因

组学相关性研究；中风病四期六证及

并发症的中医药防治及新药研发为主

要研究方向的省级科技创新团队。

3

咸阳市科

技创新团

队

咸阳市中西医结合

治疗消化道肿瘤微

创技术创新团队

董明

本团队以提高临床消化道恶性肿瘤治

疗效果为主要目标，围绕微创治疗技

术，开展中西医结合消化道恶性肿瘤

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旨在探索肿瘤微

创治疗的新途径，并为拓宽中西医结

合肿瘤微创治疗领域的应用提供依

据。

4

咸阳市中西医结合

神经损伤与再生技

术创新团队

范小璇

团队是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

科“中西医结合脑外科”和“中医脑

病科”形成的一支以中西医结合手段

促进颅脑损伤与神经退行性变、脑血

管病引起的神经损伤的修复与再生研

究为主要方向的科研团队。

5

咸阳市中西医结合

治疗冠心病技术创

新团队

刘东敏

本团队组建于 2014 年，依托陕西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科，负责人及

核心成员均为副高职称以上医师，长

期从事冠心病临床与基础研究，形成

了中医特色突出、西医方法先进的冠

心病诊疗方案。

6

咸阳市中西医结合

治疗急腹症诊疗技

术创新团队

孙建飞

本团队通过吸收、整合中医药学和现

代医药学各自的特色和优势, 积极开

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通过多学

科交叉协作、多技术融合应用，已开

展一系列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临床

诊治经验总结与新型技术研发推广。

7 咸阳市胃肠动力障 王捷虹 本团队有 50 年的历史，采用升脾降



碍性疾病中医药研

究创新团队

胃、纳化结合、传承经方治疗胃肠障

碍性疾病，疗效明显，获陕西省科学

技术奖三等奖。每年举办继续教育项

目——胃肠疾病的中医诊疗技术研讨

班，具备了培养脾胃病专业人才的能

力，发挥重点学科人才培养的辐射作

用。

8

咸阳市乳腺疾病中

西医结合防治技术

创新团队

魏辉

咸阳市乳腺肿瘤中西医结合防治技术

创新团队是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

点学科“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形成的

一支以免疫、靶向、放化疗、中医药

及中医特色治疗等为手段进行中西医

结合治疗乳腺良恶性肿瘤的科研创新

团队。

9

咸阳市中西医结合

防治脊柱伤病技术

创新团队

谭龙旺

团队于 2015 年 4 月 16 成立授牌，主

要研究方向为脊柱与脊髓损伤和退行

性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团队依托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骨科研究平

台，负责人为谭龙旺主任医师。2016
年获咸阳市优秀创新团队称号.

10

咸阳市中西医结合

治疗不孕症研究技

术创新团队

朱虹丽

本团队针对不孕症的病因，通过数据

挖掘、基础与临床研究等方法发挥中

医药优势，为不孕症提供规范有效的

诊疗方案，依托名中医资源研制出可

推广应用中药制剂，提高患者的妊娠

率及生活质量，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11

咸阳市医学影像诊

断技术创新团队
贺太平

团队着眼于医学影像新技术，主要研

究方向为能谱 CT 的新技术探索及临

床应用，目的在于充分挖掘能谱 CT
技术平台优势，最大限度解决临床问

题。研究成果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三

等奖。

12

咸阳市中西医结合

围手术期护理技术

创新团队

韩琳

本团队自 2008 年以大外科护理团队

为主。逐渐通过专业细化形成一支以

“中医特色护理技术在围手术期的应

用研究”、“中西医结合护理临床路径

在围手术期的应用研究”为主要研究

方向，融临床护理、教学、科研于一

体的护理科技创新团队。

13
咸阳市针药结合治

疗老年性痴呆技术

创新团队

王卫刚

针药结合治疗老年痴呆创新团队在陕

西省名老中医刘智斌教授的指导下、

负责人王卫刚主任的带领下，运用独

创性的“头皮发际区微针系统”和独

特的方剂“醒脑益智汤”治疗老年性



痴呆，充分发挥了针药结合的优势，

减少了治疗费用，提高了疗效。

14

咸阳市中医药防治

肝病“炎-癌” 转变

临床研究创新团队

李京涛

团队研究聚焦中医肝胆病特点，立足

于服务临床实践及中医药现代化需

要，以中医药防治肝病“炎-癌” 转

变为重点，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多学科交叉，不同研究方向互补，充

分发挥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建设国

内领先的中医肝胆病研究团队。

15

咸阳市益气养阴法

防治糖尿病肾病临

床研究创新团队

苏衍进

团队目前已承担三项国家自然基金，

10 余项省级、厅局级科研课题，部分

文章获科学技术奖。研究成果已经完

成果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糖

尿病及其并发症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

响。

16

咸阳市高龄女性生

育管理中西医临床

研究创新团队

朱虹丽

本团队主要针对高龄女性不孕症的病

因，整合中西医各自优势，为高龄不

孕女性提供规范有效的中西医综合诊

疗方案，同时依托名医优势开发出确

有疗效的中药制剂，提高患者的妊娠

率及生活质量，缩短治疗时间，降低

流产率。

17

咸阳市中医药治疗

慢性肾炎临床研究

创新团队

董盛

本团队基于“异病同治”的中医诊疗

理念和健康医疗大数据技术，围绕以

“慢性肾炎-虚实病机-六法并治”为

轴线的诊疗方案，开展真实世界的慢

性肾炎临床应用科学研究，为中医药

治疗肾脏重大疾病临床研究奠定基

础。

18

咸阳市单孔胸腔镜

联合中医治疗肺癌

快速康复创新团队

张泳

团队通过对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科学思

维、理论体系、诊疗技术的比较、分

析、研究和应用，吸收并整合单孔胸

腔镜技术的特色优势，积极开展中西

医结合方式联合单孔胸腔镜技术治疗

肺癌。以多学科交叉协作、多技术融

合应用，为科研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持。

19

骨关节及脊椎退行

性疾病中西医结合

防治创新团队

董博

团队依托国家及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

重点学科，现为多个省级学会的主委

单位。拥有骨伤研究所 1 个、临床病

区 6 个、国家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 3 个、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二

级实验室及重点研究室各 1 个，博士

及高级职称 5 人。



陕西中医

药大学校

级创新团

队

20

中西医结合防治中

风病及其并发症诊

疗技术创新团队

闫咏梅

负责人为闫咏梅，二级教授、主任医

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成员共 6 人，

主要围绕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诊治中

风病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整理与传

承及中西医结合防治中风病及并发症

的新药、新技术研发等方面进行研究。

21

中医药治疗慢性肾

炎的临床与转化研

究创新团队

雷根平

本团队以提高慢性肾炎治疗效果为主

要目标，围绕以“慢性肾炎-虚实病机

-六法并治-芪地固肾方”为轴线的诊

疗方案，开展慢性肾炎的临床应用和

实验基础研究，为中医药治疗肾脏重

大疾病临床研究及相关中药复方疗效

机制奠定基础。

22

中医药防治肝病

“炎-癌”转变研究

创新团队

李京涛

团队研究聚焦中医肝胆病特点，立足

于服务临床实践及中医药现代化需

要，以中医药防治肝病“炎-癌” 转

变为重点，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多学科交叉，不同研究方向互补，充

分发挥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建设国

内领先的中医肝胆病研究团队。

23

益气健脾法防治消

化系肿瘤创新团队
肖海娟

团队以“益气健脾法防治消化系肿瘤”
作为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展开临

床及基础研究，依托国家中医肿瘤临

床重点专科及肿瘤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肿瘤学科创新团队是一支年轻

化、创新性和复合型的人才队伍。

24

中西医结合防治脑

发育障碍性疾病创

新团队

陈艳妮

团队致力于儿童孤独症、注意力缺陷/
多动障碍、抽动障碍等神经发育障碍

疾病的临床和发病机理研究。成员分

别来自于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生命学院、西安交通大

学医学院和西安工业大学生物医学工

程专业。

25

中医药调节女性生

殖内分泌创新团队
崔晓萍

团队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

科，重点对女性生殖内分泌疾病进行

创新研究。发表论文 17 篇，出版著作

2 部，教材 2 部，获得陕西省高校科

技成果三等奖一项，教学成果二等奖

一项。

26
中西医结合脑血管

病诊疗技术体系构

建和临床应用研究

创新团队

赵晓平

团队是以陕西省中医脑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为依托，以出血性脑卒中中西

医结合防治、外伤性脑血管病及认知

功能障碍防治、动脉瘤诊疗技术体系

的构建和应用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向的



科研创新团队。

27
基于影像基因组学

探究中西医结合治

疗晚期非小细胞肺

癌的临床预测研究

贺太平

团队主要从事基于影像基因组学探究

中西医结合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临床预测研究方面研究，以期最终为

构建中医辨证联合 EGFR-TKIs 治疗晚

期 NSCLC 效果评价的预测模型，为临

床选择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28

不孕不育创新团队 李楠

本团队以提高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

降低流产率为主要目标，围绕辅助生

殖技术实施的不同阶段，开展中医药

辅治效应评价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旨

在探索中医药与辅助生殖技术结合的

新途径，为拓宽中医药在不孕不育领

域的应用提供依据。

29
基于定量影像的中

医评价体系构建研

究创新团队

于楠

团队主要从事基于定量影像的中医评

价体系构建研究，旨在为中医药评价

体系的构建提供客观指标、为中医药

的客观化、标准化提供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