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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中医药大学 2021 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名单
（以院部、学科/专业排序）

序号 姓名 学位论文题目 学科/专业名称 所属院部

1 马蕊 冰片生物合成途径解析及其异源生产 中药学 药学院

2 宋亚刚 基于细胞自噬的夏枯草总黄酮对诱发型大鼠肝癌模型演进过程的调控及机制 中药学 药学院

3 刘素彤
基于真实世界和传承平台挖掘赵文霞教授辨治 NAFLD 的规律及化痰祛湿活血

方干预机制研究
中医内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4 魏丹丹
温阳解毒方通过 PDK1/AKT/Notch 信号通路诱导多发性骨髓瘤细胞凋亡的机制

研究
中医内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5 刘舜禹 基于线粒体质量控制探讨抗纤益心方改善扩张型心肌病心肌能量代谢的机制 中医内科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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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中医药大学 2021 年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名单

（以院部、学科/专业排序）

序号 姓名 学位论文题目 学科/专业名称 所属院部

1 孟丹华
基于 Nrf2信号通路研究补肺益肾方调控肺泡巨噬细胞胞葬功能治疗

COPD的作用机制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学院（仲景学院）

2 李志慧 姜黄素调控 FOXP3干预 HIV-1辅助受体 CCR5作用机制的研究 病原生物学 医学院

3 田启康 雷公藤红素-壳寡糖偶联物的制备及药效学与毒理学的体内外评价 药物化学 药学院

4 陈坤 齐墩果酸季铵盐/肝素/壳聚糖纳米粒体内外抗肿瘤研究 药物化学 药学院

5 刘添亮 基于中药质量标志物的金银花生产加工关键技术及抗肿瘤谱效关系研究 生药学 药学院

6 杨灏 中日栽培地黄的遗传多样性分析及质量评价 生药学 药学院

7 董瑞瑞 土壤改良剂对地黄连作的作用机制研究 生药学 药学院

8 舒胜男 补肺健脾方化学成分分析及质量标准研究 药物分析学 药学院

9 刘雨璐 新型重组活化人凝血因子Ⅶ的临床前药代动力学与药效学研究 药物分析学 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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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荣荣 矮地茶体内外化学成分定性定量研究 药物分析学 药学院

11 孔江波 枸杞子乙酸乙酯部位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 中药学 药学院

12 侯颖 基于“痰饮停聚”模型的葶苈子沉降药性研究 中药学 药学院

13 王梦娜 卫红花化学成分研究 中药学 药学院

14 刘晏灵 怀中 1号鲜地黄化学成分研究 中药学 药学院

15 石静亚 怀菊花茎叶化学成分研究 中药学 药学院

16 阚玉璇 地黄对脓毒症急性肾损伤保护作用机制研究 中药学 药学院

17 张璞 基于多尺度模拟的环糊精类苦味抑制剂对中药苦味成分的掩蔽机制研究 中药学 药学院

18 宋晨鸽 禹药半夏、天南星、白附子物料性质的相关性及共性变化研究 中药学 药学院

19 朱雷蕾 黄芩苷调节海马神经元自噬干预抑郁症的机制研究 中药学 药学院

20 王慧慧 地黄中化学成分抗抑郁作用研究 中药学 药学院

21 李月 生姜对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治疗作用及对肠道菌群、免疫功能的影响 中药学 药学院

22 张慧杰 赤芍配方颗粒汤剂与标准汤剂、传统汤剂差异对比研究 中药学 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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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郭玲慧
CD63-AcGFP1融合蛋白外泌体构建及在胃癌细胞外泌体差异摄取中的

应用
临床检验诊断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24 任嘉铭 基于病证结合的支气管扩张症患者报告结局量表初步研制 中医内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25 朱星昊 精元康方联合化疗对多发性骨髓瘤增效减毒作用及机制研究 中医内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26 金凡力
基于 SIRT 1/NF-κB通路探讨补肺益肾组分方Ⅲ联合针刺抑制炎症反应

干预 COPD机制
中医内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27 朱正望 香连芩萸散对反流性食管炎模型大鼠的药效机制 中医内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28 王磊
扶正消瘤颗粒调控 GRP78/HIF-1α/VEGF信号通路延缓肝细胞癌进展的

机制研究
中西医结合临床 第一临床医学院

29 卫靖靖 冠心病心力衰竭气虚血瘀证与生物学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中医内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30 辛珂 早发 2型糖尿病患者中医证型及临床特征的研究 中医内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31 何雯青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证候疗效评价量表的初步研制与考核 中医内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32 孙博倩 基于病证结合模式的尘肺病患者报告结局量表初步研制 中医内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33 马腾
益气活血方及拆方对冠心病心力衰竭（气虚血瘀证）的疗效及差异表达

miRNA的分析
中医内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34 姜盈盈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儿童过敏性紫癜症-证-方-药规律及决策系统构建的

研究
中医儿科学 儿科医学院

35 张玉丹 陈文霞教授治疗儿童慢性咳嗽用药规律与作用机制研究 中医儿科学 儿科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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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代思雨 儿童 IgA肾病牛津分型、临床表现、中医证型及预后特点的研究 中医儿科学 儿科医学院

37 贾梦真
凉血解毒活血法联合西医治疗对 HSPNⅢ级患儿尿 SDF-1和 CD44的影

响
中医儿科学 儿科医学院

38 石秀杰 通络地龟汤治疗糖尿病肾脏疾病 IV期患者非杓型血压的临床观察 中医内科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39 潘萍 理痰定痫汤治疗痰火扰神型癫痫的临床研究 中医内科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40 王诗煜 冬季湿疹皮损分布与体质特征研究 中医外科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41 李圆圆 刘爱民教授辨证论治痤疮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总结 中医外科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42 张英杰 补肾活血汤联合β-磷酸钙陶瓷棒治疗早中期股骨头坏死 中医骨伤科学 骨伤学院

43 田明月 基于 NF-kB信号通路探讨臭氧水疗法对 KOA软骨修复机制的实验研究 针灸推拿学 针推学院

44 张少严 老年人中医药养生保健知信行问卷的研制及初步应用 医事管理 管理学院

45 刘珊珊
A Report on the E-C Translation of COVID-19: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Coronavirus and the race for the vaccine（EXCERPTS） 翻译 外语学院

46 郭凤娟
基于赋能理论的中青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自我管理干预方案构建及实证

研究
护理 护理学院

47 李洁莹
电针神庭、百会对MCAO/R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和海马中

NLRP3/Caspase-1信号通路的影响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医学院

48 郝文雪
基于蛋白质组学技术探讨电针神庭、百会改善大鼠脑缺血再灌注后认知

障碍的作用机制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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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杨坤 时代新人视阈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建设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50 张俊涛
益气摄血汤减少全髋关节置换术气血亏虚证患者围手术期失血的临床应

用研究
中医骨伤科学 洛阳平乐正骨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