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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栏目先后顺序排列ꎬ括弧后的数字为期)
述

评
乳腺癌多基因检测及研究进展  王

君ꎬ何志贤(１)１

前列腺癌中非编码 ＲＮＡ 与雄激素受体信号间调控的研究进展  周金宝ꎬ刘小敏ꎬ马中良(６５)２
液体活检在头颈鳞癌中的研究和应用  张依楠ꎬ李梦玮ꎬ李

鑫ꎬ徐寒梅(１９３)４

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作用机制  王佃亮ꎬ李燕妮(２５７)５
微创食管切除术术式演变与个体化选择  龚太乾(２６２)５
指南与共识
改良电休克治疗专家共识(２０１９ 版)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调控专业委员会电休克
与神经刺激学组ꎬ中国医师协会睡眠专业委员会精神心理学组ꎬ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１２９)３
基础研究
丹参乙酸镁通过抑制 ＴＧＦ￣β 途径减轻脑缺血 / 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詹舒仪ꎬ黄露露ꎬ龙思齐ꎬ周雅倩ꎬ雷文枚ꎬ娄

峥(６)１

ＰＢＫ / ＴＯＰＫ 表达对膀胱癌 ＢＩＵ￣８７ 细胞增殖及迁移能力的影响
 贾建民ꎬ段

堃ꎬ李

岩ꎬ赵

艳ꎬ夏

伟ꎬ吴

凡ꎬ葛永超(１１)１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肿瘤抑制因子对阿霉素诱导的 Ａ５４９ 细胞凋亡的影响 
 张延慧ꎬ王

涛ꎬ刘

 张皓旻ꎬ陈红飞ꎬ杨

斌ꎬ席义博ꎬ陈熙勐ꎬ贺培凤ꎬ卢学春(７５)２

靖ꎬ刘翠云ꎬ李培峰ꎬ王

昆(７１)２

ＫＲＡＳ 突变对人肺腺癌转录组影响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波ꎬ迟小华ꎬ郭

Ｍｄｉｖｉ￣１ 对帕金森病大鼠多巴胺能神经元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 
 郭

转录因子 ＺＢＴＢ１８ 对结直肠癌细胞转移的影响  田

欣ꎬ朱子建ꎬ白
力ꎬ刘

雅ꎬ张

云ꎬ刘学东(１３５)３

波ꎬ彭朝胜ꎬ夏

菁ꎬ吕贯廷(１４０)３

二肽基肽酶￣Ⅳ抑制剂通过激活 ＥＲＫ１ / ２ 和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促进 ２ 型糖尿病小鼠主动脉血管钙化
 王

征ꎬ伍成文ꎬ陈

豪ꎬ施

森ꎬ曾

宏ꎬ刘

勇(１４４)３

ＭｉＲ￣１５３￣３ｐ 调控异丙肾上腺素诱导的心肌肥大机制研究 
 张丽霞ꎬ周露玙ꎬ许

胜ꎬ王

法舒地尔对过氧化氢介导的内皮损伤后 ＴＧＦ￣β２ 及 ＩＬ￣８ 的影响 肖晨雪ꎬ周

涛ꎬ刘

靖ꎬ王

昆(１９９)４

霞ꎬ金元哲ꎬ周东晖(２０３)４

具核磁共振成像功能的可再生介孔硅作为抗肿瘤药物新型载体的性能研究 

 喻兆阳ꎬ薛慧颖ꎬ钟梦菊(２６６)５

食管癌患者来源异种移植模型的构建及组织学观察  王佩文ꎬ柏 文ꎬ鞠前前ꎬ史 辉ꎬ蒋茂荣(２７１)５
Ｓｉｇｍａ￣１ 受体在小鼠肝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表达和作用
 沈昀泰ꎬ陈德喜ꎬ臧

人 ＣＤ１４７ 胞内结构域蛋白的表达与纯化  吴

东ꎬ南

英ꎬ关

鸽ꎬ刘

欢ꎬ臧运金(３２１)６

刚ꎬ李佳悦ꎬ刘芬玲ꎬ崔洪勇(３２６)６

肿瘤与转化

使用 ＧＥＯ 数据集分析驱动蛋白 ＫＩＦ２Ｃ 在膀胱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冯雨嘉ꎬ蒋佳志ꎬ晏

鑫ꎬ郭梓鑫ꎬ李

胜ꎬ孟详喻ꎬ陈

松(１５)１

射波刀治疗>３ ｃｍ 脑转移瘤的疗效及安全性  关高娃ꎬ康静波(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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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右半结肠切除术治疗结肠癌的短期临床疗效分析  卢一鸣(２２)１
ＤＥＰＤＣ１ 基因在非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细胞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赵文超ꎬ王敬晗ꎬ祝建勇ꎬ赵锦标ꎬ安

ＭｉＲ￣５１４ 与胃癌细胞凋亡的关系及机制  檀碧波ꎬ李

勇ꎬ赵

阳ꎬ李景波ꎬ邱宝安ꎬ夏念信(２５)１
群ꎬ范立侨ꎬ狄

岩ꎬ温

转(８０)２

联合 ＣＲＰ / ＡＬＢ 比值和 ＮＬＲ 对宫颈鳞状细胞癌预后的评估价值  黄培坚ꎬ潘志锋ꎬ苏鸿凯(８５)２
晚期胃癌不同一线化疗方案治疗及生存分析  方玫玫ꎬ杨钰贤ꎬ李

舟ꎬ江

艺(８９)２

ＲＥＧγ 基因异常表达与甲状腺乳头状癌发生、发展相关性分析  涂 媛ꎬ何 林ꎬ姚胜平ꎬ章 培(９５)２
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肺腺癌关键基因及通路 余东虎ꎬ黄静宇ꎬ沈小艳ꎬ汪育锦ꎬ李 胜ꎬ胡卫东(３２９)６
肺腺癌预后甲基化基因生物标志物鉴定  李

青ꎬ王

莉(３３３)６

流式细胞术检测食管鳞癌患者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 
 李

军ꎬ赵荣荣ꎬ乔媛媛ꎬ王

伟ꎬ文

锋ꎬ刘军强ꎬ范博士(３３９)６

金属硫蛋白 １Ｍ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其与患者预后的关系  徐振雷ꎬ张正卫(３４３)６

分子标志物

乙酰辅酶 Ａ 羧化酶在卵巢癌中的表达与促增殖作用研究  邓

洁ꎬ罗剑波ꎬ彭

聪ꎬ邓晓杨(２０８)４

血清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ｓ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水平与乳腺癌临床分期及疗效相关性分析 
 钟

彪ꎬ邹萌萌ꎬ李霭建ꎬ刘

血清 ＩＬ￣６ꎬＩＬ￣８ 与宫颈 ｓＩｇＡ 联合检测对女性慢性盆腔炎的诊断价值研究  熊

扬(２１３)４

英ꎬ马宏莲(２１８)４

生物样本库

生物样本库可持续性发展的探讨  杜莉利ꎬ郜恒骏(２７４)５
广东口岸结核分枝杆菌生物样本库的建设 
 吴

健ꎬ张建明ꎬ温

颖ꎬ雷

达ꎬ吴培丰ꎬ高颖龙ꎬ王向阳ꎬ何洪涛(２７７)５

多中心风湿免疫病生物样本库标准化建设与意义 
 曾惠琼ꎬ丁慧华ꎬ熊力群ꎬ唐元家ꎬ孙华麟ꎬ康晓楠ꎬ张

跃ꎬ叶志中(２８２)５

临床研究

新型牙本质粘接剂抗菌性能的初步研究  梅

美ꎬ杨

巍ꎬ马永刚ꎬ张

宁(９８)２

端粒重复序列结合因子 １ 和 ２ 在口腔黏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孙传孔ꎬ黄 丽ꎬ彭友俭(１０２)２
海南本地人群与“ 候鸟” 人群胃幽门螺杆菌根除方案分析 
王

聪ꎬ张晓梅ꎬ王淑芳ꎬ赵义名ꎬ赵

丽ꎬ聂

燕ꎬ张银亮ꎬ郭亮亮ꎬ孙

刚(１０５)２

基于多重置换扩增技术的胃癌患者胃内微生物的宏基因组学研究 
 胡远亮ꎬ程乃嘉ꎬ张朝军ꎬ黄

云ꎬ张

炎(１４９)３

腹腔镜辅助双通道重建术治疗食管胃交界部腺癌 
查

鹏ꎬ刘军强ꎬ宋伟安ꎬ岳彩迎ꎬ赵嘉华ꎬ范博士ꎬ王振华ꎬ陈思禹ꎬ龚太乾(１５３)３

全腔镜下经腹膈入路全胃切除治疗 Ｓｉｅｗｅｒｔ Ⅱ型食管胃交界部腺癌的围手术期疗效分析
 张

炎ꎬ庞

玮ꎬ刘

刚ꎬ张朝军(１５７)３

乌司他丁对心脏骤停后综合征患者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  王鸿燕ꎬ刘树元(１６２)３
氩氦靶向冷冻和联合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２１９ 例临床研究 

 李虎明ꎬ韩志海ꎬ孟激光ꎬ刘振千ꎬ李泳群ꎬ张春阳(２２２)４

招飞体检可疑肾积水情况分析  张淑华ꎬ夏

阳ꎬ张

清(２２６)４

二甲双胍治疗糖尿病合并新发肝癌患者的远期疗效  任家书ꎬ马秀现(２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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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Ｒ￣２９ａ 及其靶向基因在宫颈癌中的表达和临床意义  徐启英ꎬ郭桂兰(２８７)５

１６８ 例胚胎停育患者绒毛组织染色体核型分析  宋志琴ꎬ王雪松ꎬ朱雅娟ꎬ朱海燕ꎬ张海荣(２９２)５
多巴胺受体亚型在乳腺癌中的表达检测  林

健ꎬ冯

拓ꎬ郁

越ꎬ李恒宇ꎬ盛

湲(２９５)５

ＨＩＶ / ＨＢＶ 合并感染者 ＨＢＶ 核心区与多聚合酶区特异性细胞毒性 Ｔ 细胞表位变异分析 
 邓西子ꎬ聂

源ꎬ兰

芸ꎬ李

锋ꎬ高

鸣ꎬ蔡卫平ꎬ李凌华ꎬ胡凤玉(３００)５

肝细胞生长因子和机械生长因子对肛提肌成肌细胞增殖最佳作用浓度的研究  董润楠ꎬ宋志英(３４８)６
门诊抗菌药物处方不合理应用干预研究  谢敬丹ꎬ郭宇姝ꎬ游

亮ꎬ王

乳腺癌术后化疗围绝经期患者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荣荣ꎬ高

丽ꎬ曹宝花(３５６)６

静(３５３)６

手术室医务人员人文关怀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谭林娟ꎬ刘大铭ꎬ蒲

霞ꎬ王惠珍ꎬ张圣洁ꎬ徐

梅(３５９)６

教育培训

美国先进临床研究管理模式的介绍及启示  孙枫原ꎬ王俊男ꎬ程志远ꎬ冯豪双ꎬ徐

拯(２９)１

转化医学人才培养的回顾性研究  蔡雨阳ꎬ谭天宇ꎬ施莉莉ꎬ黄

红(３３)１

转化医学实践在医学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李婷婷ꎬ李

军(３７)１

转化医学研究生培养的探讨  刘正芸ꎬ王

欢(１６６)３

任务教学法在细胞工程概论教学中的应用  崔洪勇ꎬ汪世婕ꎬ孔令敏ꎬ李

玲ꎬ蒋建利ꎬ陈志南(１６８)３

ＰＢＬ 与 Ｓｅｍｉｎａｒ 相结合教学方法在肾内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  尚甜甜ꎬ顾李妍(１７１)３
军队医院影像基地规范化培训模式的探索———以实践转化能力和效果评估为导向 
 胡莹莹ꎬ张

云ꎬ李文平ꎬ陆

伟ꎬ王庆军ꎬ郭

勇(３６３)６

某大型水面舰艇与医院卫生技术干部交流任职模式探索  王光磊ꎬ何立东ꎬ黄

鑫(３６６)６

循证医学
亚洲人群 ＣＹＰ２Ｄ６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利培酮及其代谢物血药浓度关系的系统评价 
 杨

燕ꎬ肖

 段灵星ꎬ匡仁锐ꎬ张

谏ꎬ曾志华ꎬ周万明ꎬ鲁雄兵(４５)１

林ꎬ李双娇ꎬ何文富(４０)１

单通道与多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术治疗复杂性肾结石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Ｍｅｔａ 分析
缺氧诱导因子￣１α 基因多态性和乳腺癌易感性关系的 Ｍｅｔａ 分析 

 赵广宇ꎬ刘元水ꎬ路春晖ꎬ孙玉露ꎬ张学德ꎬ赵文华ꎬ魏有国(５０)１

军事医学

热带岛屿工作人员功能性消化不良发病及疗效分析  夏

菁ꎬ蔡伟萍ꎬ刘新尧ꎬ田

光(１１０)２

某岛礁驻岛人员不同年龄阶段疾病谱分析  李晓荟ꎬ刘

平(１１２)２

仪表飞行条件下飞行错觉与仪表注视的相关分析 李 靖ꎬ张佳丽ꎬ刘 浩ꎬ韩 磊ꎬ阴肖华ꎬ李鸣皋(１１５)２
军人婚恋现状问题的思考  余

苒ꎬ姜荣环ꎬ辛

伟(１１９)２

模拟舰船冲击运动对坐姿状态下兔腰椎间盘损伤效应的研究 
 陈佳海ꎬ阮狄克ꎬ胡

明ꎬ徐

成ꎬ刘立洋ꎬ王

静ꎬ巨圆圆ꎬ李

军(１７５)３

爆炸冲击波作用下胸壁动态响应与肺部损伤的关系 
 徐

成ꎬ巨圆圆ꎬ胡

热带岛屿工作对高血压患者血压影响及相关干预分析  蔡伟萍ꎬ夏

明ꎬ龙仁荣ꎬ阮狄克(１７９)３
菁ꎬ洪志博ꎬ田

光(１８３)３

技术与方法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典型关节炎代谢谱研究  李忆涛ꎬ桑

潮ꎬ梁丹丹ꎬ陈天璐(２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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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ｇａｐ 基因和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 ＭＳ 技术对临床常见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快速分子鉴定 
 翟

鑫ꎬ冯柏娥ꎬ张雪静ꎬ刘朝军(２３７)４

 李洋洋ꎬ石

喆ꎬ杨

胃电图联合多参数对腹部术后胃瘫的预测及其机制研究 
路ꎬ杨

俊ꎬ张延猛ꎬ朱

崟(２４０)４

海洋与船舶运动仿真控制系统的设计  魏 冰ꎬ王海威ꎬ殷 明ꎬ庄 严ꎬ孟 莹ꎬ罗 晶(２４５)４
微创技术
立体定向活检术对成人脑干胶质瘤的诊断价值 
 周春辉ꎬ魏铂沅ꎬ杨

帆ꎬ董

超ꎬ韩

武ꎬ皇甫罗锴ꎬ郭志峰ꎬ张剑宁(３０４)５

开放手术与经全乳晕腔镜手术治疗甲状腺良性肿瘤的临床对比分析 
 易

敏ꎬ杨晓冬ꎬ张育瑆ꎬ张夕凉ꎬ张朝军(３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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