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9年东莞市社会科技发展（一般）项目验收结论清单

序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验收结论

1 基于模糊评判的大学生心理健康评估系统设计与应用 东莞理工学院 验收合格

2 基于交错并联有源钳位反激式微型逆变器并网关键技术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 验收合格

3 粘结碳化硼中子屏蔽材料的制备工艺研究与应用 东莞理工学院 验收合格

4 辐射环境下铅罐搬运车关键技术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 验收合格

5 基于视觉物联网的开关电源自动化生产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6 当代传统家具的创新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7 全自动电脑模切打样切割机的核心技术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8 等离子体辅助的新型尿素SCR综合净化器净化柴油车尾气污染物的研究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合格

9 数据流频繁模式挖掘算法及在入侵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10 基于LED可见光通信的汽车智能预警系统研究与设计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11 面向大数据的可拓数据挖掘及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12 基于物联网的植物工厂智能LED光控系统研制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合格

13 常压等离子体改性技术在毛衫织物数码印花前处理中的创新技术研究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14 基于CLO3D平台的服装定制微工厂智造技术研究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合格

15 基于3C产品的智能分拣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16 基于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的微型检测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17 移动式特殊火行为模拟消防演示宣教系统研发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合格

18 面向中小微型企业信息化的移动网络系列共性软件研发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19 高速列车精确测距与防撞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合格

20 东莞市在校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分析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21 用于触摸屏黑色边框的碳纳米管/石墨烯类黑色光刻油墨的制备及应用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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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可变文字和可变图形的个性化印刷产品的设计与制作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合格

23 用于食品包装印刷的环保UV光油的研究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验收合格

24 PPH+外痔环切术治疗重度环状混合痔的临床研究 广东医科大学 验收合格

25
佛手柑内酯下调TNFAIP3抑制Wnt/β-catenin信号诱导鼻咽癌细胞凋亡的
机制研究

广东医科大学 验收基本合格

26
氢醌致TK6细胞恶性转化过程中能量代谢的表型特征及相关调控机制的初
步研究

广东医科大学 验收合格

27 丹参酮-积雪草苷复方脂质体凝胶剂的研制及对增生性瘢痕的作用研究 广东医科大学 验收不合格

28 免散瞳眼底相机筛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在防盲工作中的作用 东莞光明眼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9 异甘草酸镁联合美沙拉嗪治疗克罗恩病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莞城医院 验收合格

30 鼻内镜功能性下鼻甲成型术与下鼻甲部分切除术的疗效观察 东莞市莞城医院 验收不合格

31 2型糖尿病与骨质疏松关系的探讨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东莞市儿童医院）

验收合格

32
东莞基层医院急性STEMI患者溶栓后早期转运PCI与直接转运PCI现状分析
研究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东莞市儿童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3 快速康复外科在急性阑尾炎围手术期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东莞市儿童医院）

验收合格

34
经Quadrant通道下单侧椎弓根固定椎体间融合与开放TLIF治疗腰椎退行性
疾病的对比研究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东莞市儿童医院）

验收合格

35
东莞市人群中轴型脊柱关节病（Axial SpA）的相关危险因素及其髋关节
受累比例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东莞市儿童医院）

验收合格

36 阿奇霉素不同用药方案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东莞市儿童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7 东莞市小儿遗尿症的流行病学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东莞市儿童医院）

验收合格

38 新生儿PICC置管后换药时间的探讨研究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东莞市儿童医院）

验收合格

39 超声引导下腹横肌平面阻滞在小儿腹部手术的应用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东莞市儿童医院）

验收合格

40 新型FTS联合营养风险筛查在胃肠肿瘤治疗中的作用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41 协同护理模式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42 晚期氧化蛋白产物与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43 胸腺肽α1治疗对脓毒症患者血清IL-8及IL-10的调节作用研究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44 便携式无痛胸腔引流管研制及治疗自发性气胸的研究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45 腹腔镜下Palomo术与改良Palomo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46 原因不明复发性流产患者体内NKT与IFN-γ、IL-4水平表达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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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PBL式孕期健康教育对瘢痕子宫孕妇分娩结局的影响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48 磷脂酰肌醇-3-激酶信号通路与胎儿生长受限关系的研究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49 东莞地区小学生心理疾病的普查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50
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ASIT）对不同年龄段变应性鼻炎患者的临床疗效
评估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51 多重耐药菌感染现状及其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52 多维度、大数据的患者满意度调查对推进我市医院精益化管理的研究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53 应用垂挂式颜色标签管理手术室纸塑袋无菌物品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54 家庭医生式服务在社区2型糖尿病综合管理的研究
东莞市石龙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验收基本合格

55 社区糖尿病患者肺炎疫苗接种策略研究
东莞市石龙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验收不合格

56 急性阑尾炎（非穿孔性及坏疽性）的肠镜下治疗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57 基因芯片检测载脂蛋白E多态性与阿托伐他汀调脂关系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58 脑脊液降钙素原在脑室外引流置管术后评估颅内感染风险的临床价值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59 苯巴比妥控制新生儿痫性发作最适剂量研究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60 iRoot SP用于难治性根尖周炎临床疗效探讨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61 腹针联合三氧椎旁注射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62 MSCTA及超声在诊断主动脉壁内血肿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63 院前压疮患者及家属压疮认知与照顾行为的调查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64 儿童腹痛上消化道胃镜检查结果及临床分析研究 东莞市虎门医院 验收合格

65 带血管蒂腓骨瓣加肌皮瓣移植修复桡骨长段缺损 东莞市虎门医院 验收合格

66
不同部位灌注变异指数对腰硬麻剖宫产孕妇术中低血压及新生儿影响的研
究

东莞市虎门中医院 验收合格

67 小针刀配合手法整复并穴位贴敷治疗顽固性颈椎病研究 东莞市虎门中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68 品管圈在血站护理工作中有效运行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中心血站 验收合格

69 Keratograph 5M眼表综合分析仪评价干眼相关指标的临床研究 东莞爱尔眼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70 东莞体检人群内脏脂肪蓄积与代谢性疾病关系的相关研究 东莞东华医院 验收合格

71 幽门螺杆菌不同抗体分型在诊治上消化道疾病中的意义 东莞东华医院 验收合格

第 3 页，共 17 页



72 改良的近端胃癌根治术在改善术后反流性食管炎中的应用 东莞东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73 小空间技术在腔镜甲状腺切除术中的应用研究 东莞东华医院 验收合格

74 手术切口改良修复巨大肩袖撕裂的临床疗效研究 东莞东华医院 验收合格

75 联合检测儿童难治性支原体肺炎肺泡灌洗液IL-8、IL-10及INF-γ的意义 东莞东华医院 验收合格

76 颅脑MRI表现及表观弥散系数、血NSE对脑复苏患者觉醒的评估 东莞东华医院 验收合格

77 东莞市65岁及以上老年住院病人常见病多发病的调查研究 东莞东华医院 验收合格

78 EB病毒相关的NK/T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中非肿瘤性疾病的研究 东莞东华医院 验收合格

79 超微血管成像评价颈动脉斑块新生血管及对脑梗死的预测研究 东莞东华医院 验收合格

80 快速康复理念在腰椎间盘突出症微创手术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东莞东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81 尿中硫氰酸盐的PFB-Br衍生气相色谱法研究 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82 应用柯氏模型构建在职护士分层级培训效果评价体系的研究 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83 东莞市高尿酸血症人群的达标管理研究 东莞市东城医院 验收合格

84 QRS波时间延长结合BNP对心衰病情评估及预后预测的临床价值 东莞市东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85 背根神经节射频联合加巴喷丁治疗胸背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东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86
“两癌”筛查中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实时弹性成像技术对乳腺小结节的诊
断价值的研究

东莞市东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87 牙膏联合刷牙冲洗方法应用于昏迷鼻饲患者口腔护理的效果研究 东莞市东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88 龟鹿补肾丸促进卵泡发育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东城医院 验收合格

89
脑功能MRI成像联合实验室检查在妊娠期高血压病患者的分级及预后判断
中的应用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验收合格

90 盆底肌肉康复治疗压力性尿失禁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验收合格

91 四重荧光PCR结合融解曲线定量法快速诊断常见染色体数目异常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验收合格

92
微阵列比较基因杂交技术和全外显子测序在智力障碍病因诊断中的临床研
究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验收基本合格

93 右美托咪定在重度子痫前期患者剖宫产术后应用效果的初步探究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验收合格

94 右美托咪定在精神运动发育迟缓患儿中MRI镇静检查的应用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验收合格

95 改良腭帆成形术（VPP）治疗儿童OSAHS的疗效分析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验收基本合格

96
耳内镜下清理联合派瑞松外耳道灌注治疗儿童外耳道真菌病的临床疗效研
究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验收基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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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经阴道三维超声SonoAVC™ (超声自动容积测量)技术联合女性基础激素及
抗苗勒管激素测定在卵巢储备功能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验收合格

98 胎儿鼻骨异常和鼻前软组织增厚在染色体异常中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验收合格

99 早中孕期超声检查联合无创基因检测筛查在诊断胎儿染色体异常中的应用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验收合格

100 鸟巢护理在早产儿转运中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验收基本合格

101 儿童护理敏感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在儿童哮喘系统化家庭干预中的应用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验收基本合格

102 东莞市公安局涉车大数据深度挖掘项目 东莞市公安局 验收基本合格

103 电子助视器联合四关穴手指点穴对低视力患者近视力影响的临床观察 东莞市康复医院 验收合格

104 高频超声在运动损伤跟腱断裂术后康复治疗的检测价值 东莞市康复医院 验收合格

105 护理评价会对胫腓骨骨折术后患者康复影响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康复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06 食品中乌洛托品快筛试剂盒的研制
东莞市食品药品检验
所

验收基本合格

107 脂联素联合瘦素对结直肠癌高危人群早期筛查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合格

108 调气和营法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肉芽肿性乳腺炎的临床观察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09
人工股骨头置换与PFNA内固定治疗超高龄不稳定型股骨粗隆间骨折的临床
研究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10 多模态MRI定量测定判断缺血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时间窗的可行性研究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合格

111 基于MSCT技术对肩关节骨性结构与肩袖损伤的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合格

112 穴位贴敷联合三阶梯用药治疗癌性疼痛的效果观察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13 中药封包联合大黄粉贴敷神阙穴对骨科便秘患者的排便影响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14 洁尔阴洗剂湿敷联合氧化锌软膏外涂对失禁性皮炎的效果观察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15 艾灸联合穴位贴敷对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肢肿胀的临床效果研究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16 何氏养肾方的制剂开发与临床研究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17 社区获得性肺炎PCT、CRP与肺炎CURB-65评分及中医证型的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合格

118 何氏养肾方治疗早期高尿酸性肾病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19 通圣方对中风急性期中脏腑闭证神昏的影响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合格

120 何氏养肾方对III、IV期糖尿病肾病患者尿蛋白的影响 东莞市中医院 验收合格

121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行驶路线坡度测量技术及其装置研究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
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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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臭氧大自血疗法对断指再植术后早期干预的临床研究 东莞康怡医院 验收合格

123 诱导痰嗜酸细胞比例和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对哮喘控制的作用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24 围产期肺栓塞危险因素筛查的临床价值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不合格

125 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对OSAHS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疗效评价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26 MMP-9/TIMP-1基因多态性介导糖尿病足血管损伤的机制及临床应用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27 CD4+CD25+Foxp3+Tregs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中的作用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28 胶囊内镜联合MSCT对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诊断价值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29 基于色素染色和窄带成像技术的放大内镜对早期结直肠癌的诊治价值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30 急性消化道出血内镜下Resolution金属夹止血效果评估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31 多学科组建直肠癌内镜筛查中心的可行性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32 全覆膜金属支架在慢性胰腺炎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33 IPCL分类对食管早期肿瘤诊断价值的应用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34 多模式照护干预对痴呆进程的影响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35 Th22细胞及IL-22在IgA肾病中的作用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36 不同扩皮方法应用在PICC置管术中的临床效果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37 新辅助化疗在不同亚型乳腺癌中pCR的观察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38 术前贝伐单抗、卡培他滨联合放疗在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39
循环肿瘤细胞（CTCs）EMT相关基因Snail基因表达与甲状腺癌复发转移的
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不合格

140 腹腔热灌注化疗对结直肠癌患者围手术期肝功能的影响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41 荧光成像技术联合美蓝在乳腺癌术中探寻前哨淋巴结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42 轴型真皮下血管网皮瓣在乳腺癌肿瘤整形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43 肋间置管持续肋间神经阻滞在胸外科手术后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44 早期大骨瓣减压及颞肌贴敷治疗幕上大面积脑梗塞的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45 两种取精术式对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结局的对比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46 改良性静脉动脉化皮瓣修复手背皮肤缺损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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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仿生物电疗法治疗外阴上皮非瘤样病变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48 宫颈HPV感染与阴道内环境的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49 黄体期卵巢刺激方案对卵巢储备功能下降患者治疗效果的评价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50 新形势下东莞地区高龄再生育孕产妇健康管理模式的探讨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51 时差成像系统在IVF-ET中胚胎选择的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不合格

152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最佳防治策略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53 血栓弹力图在重症DIC患者诊疗中的价值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54 臭氧（O3）对下肢动脉硬化闭塞血管成形术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55 容量超负荷对危重患者ECMO救治成功率的影响及与预后关系的评价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56
不同术式的保留性神经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的疗效及术后勃起功能对比
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57 智能化急诊四级三区预检分诊标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不合格

158
超声引导下连续胸椎旁神经阻滞复合全麻对老年开胸患者血流动力学和应
激反应的影响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59 EB病毒DNA和ABCG2联合检测对鼻咽癌发病和预后的临床意义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不合格

160 单牙即刻种植即刻修复美学效果及患者满意度的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不合格

161 种植支抗在颜面不对称畸形矫治中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62 超声乳化术在闭角型青光眼治疗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63
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联合激光光凝与单纯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治疗糖
尿病性黄斑水肿（DME）的对比临床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64 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手术后双眼视功能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65 点阵激光联合中药浸泡治疗多发性跖疣的疗效观察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66 研究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支持对其接受抗病毒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67 抗痨药物对肝功能影响与肝硬度、肝硬化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68 地西他滨联合CAG方案治疗老年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临床观察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69
改良Hyper-CVAD方案诱导治疗中老年Ph阴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继发高血
糖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70 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就医期望与就医行为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71
药学服务干预对东莞地区慢性病患者医学应对、生活质量和服药依从性的
影响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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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三种基因分型方法比较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73 便携式血糖仪比对试验质控材料的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74 microRNA-301a在胃肠间质瘤中的表达及其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75 胃肠道肿瘤超声腔内及静脉双重造影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76 超声引导下甲状腺小结节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的临床应用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77 ADC值、IVIM-DWI及DCEMRI定量分析联合诊断早期前列腺癌的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78 3.0T MRI对肠道肿瘤临床研究及与炎性病变的鉴别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79
HIV/AIDS患者合并肺孢子菌肺炎胸部低剂量CT扫描的影像学特征与
CD4+TLC计数及血清LDH值三者的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80 18F-FDG PET/CT在结肠癌N分期中的诊断价值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81 行气解郁方对PSD患者抑郁程度及日常生活能力改善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合格

182 补肾疏肝法对男性更年期综合征患者脱氢表雄酮影响的研究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83 中药药对升麻栀子何首乌治疗畸形精子症的疗效观察 东莞市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84 臭氧大自血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并阻塞性肺气肿的疗效研究 东莞市万江医院 验收合格

185 30°侧卧位联合赛肤润对术后不能自主翻身患者预防压疮的作用研究 东莞市万江医院 验收合格

186 手足口病引起甲脱落的病毒确定研究 东莞市万江医院 验收合格

187
血清PCT联合IL-6鉴别高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
菌感染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万江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88 小针刀调脊治疗颞下颌关节紊乱症研究 东莞市万江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89 左西孟旦对重症心脏瓣膜病患者外科换瓣心肌缺血预处理的应用研究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合格

190 优拓敷料联合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治疗深II度烧伤创面临床研究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91 MRI三维重建骨盆标示角动态测量在女性盆腔器官脱垂诊治中的作用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合格

192
小剂量米索前列醇片阴道后穹窿上药用于妊娠晚期促进宫颈成熟的效果研
究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93
探讨玻璃纤毛包被膜联蛋白Ⅴ细胞分选系统（Annexin V-GW）在辅助生殖
技术中的应用价值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合格

194 基因组拷贝数目变异CNVs与胎儿生长受限（FGR)关联性研究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95 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在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急性期及缓解期的意义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合格

196 以家庭为中心的教育干预在缩短小儿呼吸道疾病病程的研究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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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患者管理对变应性鼻炎患者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治疗疗效的影响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98 前牙缺失修复前辅助活动无托槽隐形矫治应用的临床研究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199 MLH1基因突变与急性髓系白血病预后的关联性研究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00 乙醛脱氢酶2基因多态性与心绞痛患者硝酸酯类耐受相关性的研究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01 EBV-DNA检测在鼻腔原发淋巴瘤早期检测及治疗中的应用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02 术前远端取穴穴位埋针疗法在预防子宫肌瘤腹腔镜术后腹胀的护理研究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03 完全经肛单孔腹腔镜直肠全系膜切除术后排便功能康复训练的护理研究 东莞康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04 东莞市登革热病毒流行株基因分型分析研究
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验收合格

205 东莞市轨道交通健康危害因素特征分析、评估与控制对策研究
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验收合格

206 东莞市急性脑膜炎/脑炎综合征（AMES）病原谱及流行规律研究
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验收基本合格

207 布地奈德联合橘红痰咳液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CRP及肺功能的影响 东莞市南城医院 验收合格

208 经皮肝穿胆道软硬镜联合消炎利胆片在肝内外胆管结石中应用 东莞市南城医院 验收合格

209 新型微创Er:YAG激光治疗女性早期尿失禁与阴道松弛症 东莞市南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10 不同麻醉方式对腹腔镜下保胆取石术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的对比研究 东莞市南城医院 验收合格

211 进展为耳聋的耳鸣患者临床听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东莞市南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12 血管指数定量化分析对甲状腺功能亢进药物治疗效果的价值 东莞市南城医院 验收合格

213 中药封包治疗在内镜微创保胆取石术后肠功能恢复中的应用 东莞市南城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14 医学形态学数字化教学平台在护理人员病理学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卫生学校 验收不合格

215 不同剂量瑞舒伐他汀对外周动脉硬化患者踝肱指数及 hs-CRP的影响 东莞台心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16 辨证方剂治疗缺铁性贫血动物实验研究 东莞台心医院 验收合格

217 物理机械法回收废旧锂离子电池的关键技术研究 广东科技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218 基于大数据下的大学生身体素质指标监控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广东科技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219 基于滤波算法改进的四旋翼无人机控制技术研究 广东科技学院 验收基本合格

220 住院流浪精神病患者临床调查及相关因素评估 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21 社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个案管理效果评估与分析 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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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叶酸干预治疗同型半胱氨酸(HCY)增高型急性脑梗塞的临床应用研究 东莞市中堂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23 百令胶囊联合非布司他治疗痛风合并高尿酸血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东莞市中堂医院 验收合格

224 加长型PFNA联合钢缆在成人转子下粉碎性骨折治疗中的研究应用 东莞市中堂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25 宫内复苏联合晚断脐应用于胎儿窘迫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中堂医院 验收合格

226 舒芬太尼在全麻诱导期中的应用及综合评价 东莞市中堂医院 验收合格

227 13味消肿固脱汤熏洗治疗围产期妇女混合痔的临床应用研究 东莞市中堂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28 全科模式下主动与全程服务对产后抑郁的早期筛查和干预的探讨
东莞市中堂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验收合格

229 益气养阴法联合针灸治疗慢性支气管炎（迁廷期）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望牛墩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验收合格

230 清肺汤联合左氧氟沙星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望牛墩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验收合格

231 2型糖尿病血糖控制水平对冠心病患者高凝状态以及血栓栓塞事件的影响 东莞市麻涌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32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急性期应用不同剂量瑞舒伐他汀对Lp-PLA2、hs-
CRP的影响

东莞市麻涌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33 低分子肝素钙对皮瓣术后动静脉循环障碍治疗效果评价 东莞市麻涌医院 验收合格

234
孕早期血清胎盘生长因子(PLGF)、KISS-I基因编码产物Metastin和壳三糖
酶活性对子痫前期预测价值的研究

东莞市石碣医院 验收合格

235 湿疹患儿检测食物特异性IgE、IgG临床意义与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石碣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36 东莞市水乡片区育龄妇女血清抗缪勒氏管激素参考范围的建立 东莞市石碣医院 验收合格

237
低剂量螺旋CT三维成像在胸腰椎骨折诊断中、术前设计中及术后评价中的
应用研究

东莞市石碣医院 验收合格

238 农村与城市糖尿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用药依从性研究
东莞市石碣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验收合格

239 颅内压监测在双侧额叶重度脑挫裂伤手术时机的临床应用 东莞市高埗医院 验收不合格

240 抗心磷脂抗体与宫颈机能不全的关系及其联合预测习惯性流产的价值 东莞市高埗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41 可穿戴智能体温监测系统对围手术期患者体温监测的效果研究 东莞市高埗医院 验收合格

242 CRP、PG、AFP、CEA联合检测对儿童胃肠道良恶性病变诊断价值的研究 东莞市洪梅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43 “肺大肠同治方”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洪梅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44 超声测定心外膜脂肪厚度与高血压患者亚临床心脏功能改变的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道滘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45 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对孕产期系统管理干预的效果研究
东莞市道滘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验收合格

246 瘢痕子宫妊娠孕期管理对妊娠结局的研究分析 东莞仁康医院 验收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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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侧脑室引流联合腰大池置管引流术治疗脑室出血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厚街医院 验收合格

248 人附睾蛋白4（HE4)与泌尿系统移行细胞癌的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厚街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49 四维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术在不孕症患者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东莞市厚街医院 验收合格

250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血清高迁移率族蛋白B1、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6
、S100B的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东莞市厚街医院 验收合格

251 基于FMEA和微信平台在手术部位感染风险管理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厚街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52 主要疾病对东莞市厚街镇居民寿命的影响研究 东莞市厚街医院 验收合格

253 基于围手术期护理安全的护理敏感指标体系的构建与研究 东莞市厚街医院 验收合格

254 微信视频指导在城镇院外心肺复苏中的应用 东莞市厚街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55 社区老年人生命质量及相关因素研究
东莞市厚街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验收合格

256 东莞市大数据应用型人才需求与培养研究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验收合格

257 血清胱抑素C与急性脑卒中及其肾功能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沙田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58
鞘内注射舒芬太尼+咪达唑仑复合超低浓度罗哌卡因+舒芬太尼
PCEA(Patient-controlled epidural analgesia)在分娩镇痛中的应用

东莞市沙田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59 预见性护理措施在高危、高龄股骨颈骨折患者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探讨 东莞市沙田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60 东莞市沙田镇虎门港托幼儿童龋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东莞市沙田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验收合格

261 别嘌醇对合并颈动脉斑块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临床预后的影响 东莞市长安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62
局麻斜仰截石位超微通道无管化经皮肾镜术处理肾和 /或输尿管上段结石
临床研究

东莞市长安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63 微型钢板治疗关节周围掌指骨骨折的效果及疗效影响因素分析 东莞市长安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64
丹参多酚酸盐、压力袜联合低分子肝素钙预防妇科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
临床研究

东莞市长安医院 验收合格

265 冷刀宫颈锥切用于CINⅡ-Ⅲ止血方法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长安医院 验收合格

266 前置胎盘患者术中自体血回收安全性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长安医院 验收合格

267 高分辨率彩超对早产儿颅内病变的诊断价值 东莞市长安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68 胰高血糖素样肽-1与糖尿病骨质疏松的相关性及治疗价值研究 东莞光华医院 验收合格

269 颅内压监测应用于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研究 东莞光华医院 验收合格

270 纳米材料固定化酵母在混菌同步发酵植物纤维产乙醇中的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
院

验收基本合格

271 基于云计算的双重定位监护鞋垫研发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
院

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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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基于CN纳米管阵列的电化学传感器的构建及水体中重金属分析的研究与应
用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
院

验收合格

273 基于P20H激光熔覆工艺参数与开裂相关性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
院

验收基本合格

274 手机金属压铸件去批锋自动化柔性系统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
院

验收基本合格

275 小尺寸塑件一模多腔充模平衡性的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
院

验收合格

276 东莞住宅建筑被动式外墙环境调控技术机理研究及应用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
院

验收合格

277 东莞市快递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对策分析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
院

验收合格

278 基于互动多媒体技术的影像装置艺术的运用研究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
院

验收合格

279 心电图P波垂直化对筛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研究 东莞市寮步医院 验收合格

280 双歧杆菌四联活菌联合三联疗法治疗耐药幽门螺杆菌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寮步医院 验收合格

281 心力衰竭易损期综合管理对预后的影响 东莞市寮步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82 Lapro－Clip可吸收夹在改良三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中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寮步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83
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联合固定式宫内节育器治疗子宫腺肌病的临床研
究

东莞市寮步医院 验收合格

284 OSAHS儿童早期综合干预治疗对其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的调查研究 东莞市寮步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85
保留腮腺筋膜及部分腺叶联合胸锁乳突肌瓣在腮腺良性肿瘤切除术中的临
床研究

东莞市寮步医院 验收合格

286
刃针、中药活血止痛方熏蒸联合麦肯基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
效

东莞市大岭山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验收基本合格

287 非洛地平缓释片和厄贝沙坦对高血压患者左室重构的影响 东莞市大岭山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88 芪参益气滴丸联合曲美他嗪治疗左室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大岭山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89 金硝逐瘀汤治疗痔疮肿痛临床研究可行性报告 东莞市大岭山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90 呼吸训练对脑出血微创术后患者肺功能的影响研究 东莞市大岭山医院 验收合格

291
超声引导下连续髂筋膜间隙三合一阻滞在老年患者下肢手术的麻醉和镇痛
的应用

东莞市大岭山医院 验收合格

292 超声在新生儿肺透明膜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东莞市大岭山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93 肾小管损伤标志物对GDM患者肾功能预判价值 东莞市大朗医院 验收合格

294 硕通镜与经皮肾镜分别联合输尿管软镜治疗复杂肾结石的临床对比研究 东莞市大朗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295 脊柱微创介入镇痛术配合药物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研究 东莞市大朗医院 验收合格

296
orthocord手术缝线与空心拉力螺钉固定胫骨髁间棘撕脱骨折生物力学及
临床研究

东莞市大朗医院 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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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棘上韧带与腰椎融合术后相邻节段退变的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大朗医院 验收合格

298 IL-37在原因不明习惯性流产中的作用研究 东莞市大朗医院 验收不合格

299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孕中晚期及产褥早期血浆D-二聚体水平研究 东莞市大朗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00 血清HCG、AFP联合超声检查对前置胎盘植入类型的诊断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大朗医院 验收合格

301 基层医院中不同的肠道准备方法在PPH手术中的作用对比与应用研究 东莞市大朗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02 出院准备服务对社区压疮发生率的影响效果研究 东莞市大朗医院 验收合格

303 调气化痰法对中老年顽固性失眠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东莞市大朗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验收合格

304 心功能检测在识别AECOPD高危患者的应用价值 东莞市黄江医院 验收合格

305 快速康复外科在腹腔镜腹部外科的应用 东莞市黄江医院 验收合格

306
经皮经肝胆囊穿刺引流加择期腹腔镜胆囊切除治疗急性重症胆囊炎的临床
研究

东莞市黄江医院 验收合格

307 3D打印技术结合PACS及Mimics在创伤骨科中应用价值的研究 东莞市黄江医院 验收合格

308 子宫瘢痕憩室的B超形态学改变与异常子宫出血的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黄江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09 超声引导腋路连续靶神经阻滞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黄江医院 验收合格

310 胸部多层CT低剂量应用技术的泛化和分层研究 东莞市黄江医院 验收合格

311 基层医院开展腹腔镜技术在腹部创伤中的诊断、治疗及应用推广 东莞市樟木头医院 验收合格

312 胎心监护在产前高危妊娠因素中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樟木头医院 验收不合格

313 中医定向透药治疗仪联合复合乳酸菌胶囊治疗小儿腹泻疗效观察 东莞市樟木头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14 新医改形势下东莞市社区居民双向转诊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东莞市樟木头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15 改进管道固定方法降低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率的研究 东莞市樟木头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16 依托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探讨樟木头镇医养融合模式
东莞市樟木头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验收合格

317 多次人工流产后再妊娠不同生殖道感染及治疗与围产不同结局 东莞广济医院 验收合格

318 精子核成熟度检测在生殖医学临床中应用 东莞广济医院 验收合格

319 非使用糖皮质激素在椎旁神经阻滞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中的价值分析 东莞广济医院 验收合格

320 无症状务工人员心血管病危险评估的调查研究 东莞市凤岗医院 验收合格

321 初发尿毒症患者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代替传统诱导透析在基层医院的优势 东莞市凤岗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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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经输尿管镜结合钬激光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的运用研究 东莞市凤岗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23 数字化快速成型技术在骨关节手术中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凤岗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24 1:1红细胞和血浆救治未控制性失血性休克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凤岗医院 验收合格

325 医护人员对医用粘胶相关性皮肤损伤认知及应对措施之探讨 东莞市凤岗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26 火针疗法结合拔罐、中药治疗带状疱疹的临床疗效观察
东莞市凤岗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验收基本合格

327 脑出血继发高钠血症病因及临床特征分析 东莞三局医院 验收合格

328 游离踇趾复合组织瓣的解剖及临床应用研究 东莞三局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29
血清炎症因子联合补体及MP-DNA定量检测对小儿支原体肺炎诊断和疗效监
测的价值

东莞三局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30 氟比洛芬酯联合隐神经阻滞的超前镇痛在下肢骨折手术中应用研究 东莞三局医院 验收合格

331 血清PCT、总IgE在哮喘-慢阻肺重叠综合征中的表达及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东莞市塘厦医院 验收合格

332 乌司他丁治疗急性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塘厦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33 失血性休克患者血尿海藻糖酶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东莞市塘厦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34 东莞市塘厦镇劳务工人群中甲状腺结节患病情况调查及其对策 东莞市塘厦医院 验收合格

335 聚桂醇注射联合自体浓缩生长因子治疗下肢静脉性溃疡 东莞市塘厦医院 验收合格

336 手指缺损的美学再造临床应用研究 东莞市塘厦医院 验收合格

337
阴道H2O2监测和乳酸杆菌药物治疗对女性宫颈HPV感染及其持续性和清除
中的作用研究

东莞市塘厦医院 验收合格

338 毛细支气管炎急性期后不同管理方法对预后影响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塘厦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39 鼻内镜下带蒂黏膜瓣转移式泪囊鼻腔造孔术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塘厦医院 验收合格

340 塘厦镇7～8岁学生六龄牙龋齿现状及相关因素研究 东莞市塘厦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41 中药合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临床研究 东莞市塘厦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42 温阳泄浊化湿法结合刺络放血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临床研究 东莞市塘厦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43 温阳健脾化瘀行水法配合血浆、白蛋白输注治疗肝硬化腹水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塘厦医院 验收合格

344 互联网+预防接种平台对婴儿免疫计划实施影响的调查研究
东莞市塘厦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验收合格

345 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在胆道恶性肿瘤中的表达规律及对肿瘤凋亡的影响 东莞市谢岗医院 验收合格

346 以脂肪细胞因子为靶标探讨透明质酸对膝骨关节炎的干预作用 东莞市谢岗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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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火针联合刺络拔罐治疗囊肿型痤疮的临床观察 东莞市谢岗医院 验收合格

348 糖尿病患者出院延续护理护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东莞市谢岗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49
根治幽门螺杆菌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的临床疗效
观察

东莞市清溪医院 验收合格

350 缬沙坦联合比索洛尔对HFNEF患者心功能指标及心肌重构的影响 东莞市清溪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51 心宝丸对老年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运动耐量和B型脑钠肽前体水平的影响 东莞市清溪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52 第一掌骨桡背侧带蒂皮瓣修复示指末节软组织缺损的临床运用研究 东莞市清溪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53
腹腔镜下输卵管妊娠保守性手术中应用可吸收结扎夹止血与注射垂体后叶
素止血的疗效比较

东莞市清溪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54 采用舌侧微正畸牵引方式与种植支抗牵引方式微创拔除阻生牙的临床比较 东莞市清溪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55 大肠疾病的经灌肠超声造影检查与肠镜检查的对照研究 东莞市清溪医院 验收合格

356 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腹水的疗效观察及对肝功能和肾功能的影响
东莞市清溪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验收合格

357 高压氧对慢性肾病患者红细胞形态学参数改变及其和贫血相关性研究 东莞常安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58 创面持续负压吸引联合植皮术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的临床效果研究 东莞常安医院 验收合格

359 产妇子宫平滑肌组织中CNP-cGMP信号转导途径与产后出血关系的研究 东莞常安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60
易安视频喉镜（易安E.An-ⅡL）与直视喉镜（Macintosh喉镜）在非困难
气道气管插管的效率对比

东莞常安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61 压痛点密集型粗毫针针刺治疗颈肩腰腿痛临床观察 东莞常安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62 新型阴道微生态检测项目在临床上的应用研究 东莞常安医院 验收合格

363
磁共振表观扩散系数结合多b值DWI在卵巢上皮性肿瘤中的应用及良恶性定
性诊断研究

东莞常安医院 验收合格

364
合并慢性肾脏病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NT-proBNP与25(OH)VD、cTnT及hs-
CRP的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常平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65 颅脑外伤患者UCH-L1和NSE含量及手术前后变化的临床意义 东莞市常平医院 验收合格

366 东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前列腺炎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东莞市常平医院 验收合格

367 闭合性跟腱损伤病理观察及微创修复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常平医院 验收合格

368
骶主韧带复合体-耻骨阴道肌交叉缝合术治疗盆腔器官脱垂的疗效与解剖
学研究

东莞市常平医院 验收合格

369 同型半胱氨酸与复发性流产的相关性及中药干预效果的研究 东莞市常平医院 验收合格

370 良性发作性位置性眩晕与血清尿酸关系的研究 东莞市常平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71 马齿苋对口腔溃疡大鼠模型的药效学研究 东莞市常平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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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朋辈教育对改善小学生口腔卫生状况及口腔保健KAP的效果研究 东莞市常平医院 验收合格

373 催眠镇痛在低危产妇分娩中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常平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74 系统脱敏疗法在ICU焦虑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常平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75 温针对肌筋膜痛扳机点模型大鼠病理形态及致痛性炎性介质的影响 东莞市常平医院 验收合格

376 持续缓慢低效血液透析与普通血液透析在尿毒症患者中的对照研究 东莞市桥头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77
flow-though腕部掌侧桡动脉掌浅支穿支皮瓣在皮肤血管神经缺损的断指
再植中的应用

东莞市桥头医院 验收合格

378 阿昔洛韦抗病毒联合脾氨肽免疫治疗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桥头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79 经气管导管行气管、喉及咽部表麻在气管拔管中的应用 东莞市桥头医院 验收合格

380 rTMS结合电针治疗幻肢痛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桥头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81 应用彩超检查探讨女性下肢静脉曲张与盆腔静脉曲张症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桥头医院 验收合格

382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在增生性肌炎诊断中应用价值研究 东莞市桥头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83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TI）在急性腔隙性脑梗死预后评估中的临床价值
及相关性研究

东莞市桥头医院 验收合格

384 治疗性沟通系统的护理干预对四肢伤残工伤患者社会功能的影响 东莞市桥头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85 分段外剥内扎+减张离断术治疗环状混合痔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横沥医院 验收合格

386 枸橼酸咖啡因防治早产儿呼吸暂停的疗效观察及其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东莞市横沥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87 探讨前列腺液降钙素原（PCT）检测在细菌性前列腺炎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东莞市横沥医院 验收合格

388 高频超声诊断9-14周胎儿发育异常的临床应用价值 东莞市横沥医院 验收合格

389 超声评价痛风性关节炎对关节的损害与临床价值 东莞市横沥医院 验收合格

390 重症监护病房物体表面消毒液的效果对比研究 东莞市横沥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91
B超引导下微创肾镜碎石术对肾结石患者血清ACTH、COR、CRP水平影响及
其临床意义

东莞市东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92 糖尿病血糖波动与其牙周健康状况和眼底动脉硬化的关系分析 东莞市东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93 妊高征性视网膜病变眼前段生物参数与脉络膜厚度的特征性分析 东莞市东坑医院 验收合格

394 三维超声检查盆膈裂孔面积与尿失禁的关系的研究 东莞市东坑医院 验收合格

395 胸腔留置中心静脉导管联合尿激酶治疗结核性胸腔积液疗效观察 东莞市东坑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96
CRP与PCT联合检测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老年患者诊断及治疗指
导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企石医院 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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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曲美他嗪联合辅酶Q10在基层医院治疗慢性心衰合并少量心包积液临床疗
效观察

东莞市企石医院 验收合格

398 五行健康操延缓轻度老年痴呆患者认知功能进展的探讨 东莞市企石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399 脑电双频指数在早期评估急性脑损伤昏迷患者昏迷程度及预后的应用 东莞市企石医院 验收合格

400 顺尔宁联合布地奈德雾化吸入对肺炎患儿炎症反应的影响 东莞市企石医院 验收合格

401 地佐辛超前镇痛对腹腔镜手术麻醉苏醒期影响的研究 东莞市企石医院 验收合格

402 基于微信群的自我管理模式对社区高血压控制效果的研究
东莞市企石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验收基本合格

403 HFMEA在腹股沟疝日间手术患者医院-社区管理流程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石排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404 3D打印技术模拟复杂Pilon骨折提高手术疗效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石排医院 验收合格

405 医患合作营养管理在胃肠肿瘤营养风险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石排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406 四逆散治疗Ⅱ型糖尿病的研究 东莞市石排医院 验收合格

407 心理韧性训练对出院心肌梗死患者情绪调节、自我和谐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东莞市石排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验收基本合格

408 三联疗法联合红花逍遥胶囊治疗Hp阳性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疗效观察 东莞市茶山医院 验收合格

409 桡动脉联体穿支游离皮瓣修复手指较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的应用研究 东莞市茶山医院 验收合格

410 第一掌骨桡背侧动脉游离皮瓣修复手部软组织缺损的解剖与应用研究 东莞市茶山医院 验收合格

411 慢性盆腔痛肌电生理学改变及神经调控镇痛效果的临床观察 东莞市茶山医院 验收合格

412 龈下超声联合龈下喷砂治疗慢性牙周炎的临床研究 东莞市茶山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413 联合检测血清SAA和hs-CRP水平在小儿呼吸道感染疾病早期鉴别诊断价值 东莞市茶山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414 护理人文关怀核心能力的评价与临床培养模式的研究 东莞市茶山医院 验收基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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