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开封市人民政府文件  
 

汴政〔2022〕26号 

 

 

开封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开封市第十八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成果 

奖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激励、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技事业，加快

科技创新步伐，不断提高我市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依据《开封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评审与管理办法》，市

优秀科技工作者和自然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评选表彰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坚持严格、客观、公平、公正的评审

原则，评审出了开封市第十八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

28项、二等奖40项、三等奖54项。现对开封市第十八届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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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优秀学术成果奖及6个优秀组织单位予以公布，以示鼓励。望

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潜心科研事业，继

续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科学真理，树立严谨学风，恪守学术

道德，勇于探索创新,为锚定开封市科技创新“六个一流”,谱

写新时代开封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附件：1.开封市第十八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获奖名单 

2.开封市第十八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优秀 

组织单位名单 

 

 

 

            

                  202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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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一、一等奖作品及作者名单 

1.Key Technologies of Collaborativ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s 

《移动信息系统》2021年2021卷 

商  坤 

2.Synthesis and electron irradiation modification 

of anatase TiO2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es 

《国际陶瓷》2022年48卷8期 

刘  进  杨伟光 

3.Brain-Targeted Aggregation-Induced-Emission Nanoparticles 

with Near-Infrared Imaging at 1550 nm Boosts Orthotopic 

Glioblastoma Theranostics 

《先进材料》2021年34卷5期 

王杰菲  刘义升 

4.Influence of Water and Enzyme on the Post-Transition 

State Bifurcation of NgnD-Catalyzed Ambimodal [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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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oaddition 

《美国化学会志》2022年143卷49期 

汪  欣 

5.Enhancing wear-resistance of Cu nanowires filled 

polyetheretherketone-based composites under water 

lubrication conditions via magnetic response to 

tribofilm 

《国际摩擦学》2021年153卷219期 

范淑光  高传平  杨广彬 

6.Simultaneously achieving giant piezoelectricity 

and record coercive field enhancement in relaxor-based 

ferroelectric crystals 

《自然通讯》2022年13卷1期 

杨丽雅 

7.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sitive Semi-Definite 

Kernel Space for SVM in Quality Prediction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发展》2020年13卷2期 

王  萌 

8.ARAIM算法的风险概率优化分配 

《测绘学报》2021年50卷12期 

韩清清  王  利  罗思龙 

9.Gut microbiota combined with metabolomics reve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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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eated dose oral toxicity of β -cyclodextrin in 

mice 

《药理学前沿》2021年11卷 

吕双瑜  张晓梅  冯  雨 

10.Hydrogen Sulfide Attenuates High-Fat Diet-

Induce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by Inhibiting 

Apoptosis and Promoting Autophagy via Reactive Oxygen 

Species/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AKT/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Signaling Pathway 

《药理学前沿》2020年11卷 

吴东栋 

11.Optimization of cationic polymer-mediated 

transfection for RNA interference 

《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2022年45卷2期 

范晓洁  杨静楠  吴光耀                    

12.Identification of genetic variants in a pedigree 

associated with epilepsy by using whole exome 

sequencing and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综合神经科学杂志》2021年20卷2期 

张钦钦  王子华  张俊士 

13.circAMOTL1L Suppresses Renal Cell Carcinoma 

Growth by Modulating the miR-92a-2-5p/KLLN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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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医学与细胞寿命》2021年2021卷4期 

高  岭  邵  娴  岳晴晴 

14.Luteolin alleviates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lzheimer ’ s disease mouse model via inhibiting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dependent 

neuroinflammation 

《中国药理学报英文版》2021年43卷4期 

寇洁健 

15.基于菌群16S rDNA 测序探讨和中降浊调糖颗粒治疗肥

胖2型糖尿病痰浊中阻证的降糖机制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21年41卷10期 

庞国明  吕志刚  李鹏辉 

16.大黄素对大鼠局灶性脑缺血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 

《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2020年46卷3期 

毕勇志  马  芬  时俊霞 

17.硫化氢对过氧化氢损伤的内皮细胞 eNOS和 NO表达的影响 

《中国免疫学杂志》2021年37卷19期 

张海波  焦  洁  李平平 

18.青斑性血管病伴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1例 

《中华皮肤科杂志》2022年55卷4期 

陈佰超  耿庆娜  任雷生 

19.人参皂苷 Rb1减轻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氧化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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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与临床》2020年40卷8期 

宋志明  余舒杰  焦  洁 

20.环泊酚通过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对帕金森病大鼠

的神经保护作用 

《现代药物与临床》2022年37卷3期 

尚平平  刘晓宁  范军朝 

21.姜黄素衍生物 Cur20通过抑制乙酰胆碱酯酶改善阿尔茨

海默病小鼠的记忆和认知能力实验研究 

《药物评价研究》2022年45卷3期 

李晓晖  王艳霞  岑  娟 

22.Application of Aegilops tauschii-Triticum 

aestivum recombinant inbred lines for grain protein 

content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detection and wheat 

improvement 

《加拿大植物科学》2020年100卷4期 

苏亚蕊 

23.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FERONIA reveal 

alternative endocytic pathways in response to flg22 

elicitor stimuli 

《新植物学家》2022年2卷235期 

邢晶晶 

24.BBX19 fine-tunes the circadian rhythm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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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ng with PSEUDO-RESPONSE REGULATOR proteins to 

facilitate their repressive effect on morning-phased 

clock genes 

《植物细胞》2021年33卷8期 

袁  力 

25.Genome sequencing of the Australian wild diploid 

species Gossypium australe highlights disease 

resistance and delayed gland morphogenesis 

《植物生物技术杂志》2020年18卷3期 

蔡应繁  蔡小彦  王清连 

26.CRISPR/Cas9-mediated mutagenesis of VvMLO3 

results in enhanced resistance to powdery mildew in 

grapevine (Vitis vinifera) 

《园艺研究》2020年7卷1期 

万东艳 

27.中国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过程及创新发展机制 

《地理科学》2020年40卷4期 

李二玲 

28.复蒸馏法生产菊花露酒的技术研究 

张书田  王广君  孙振领 

二、二等奖作品及作者名单 

1.Decision-making on the selection of clea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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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for green ships based on the rough set and 

TOPSIS method 

《海洋科学与工程杂志》2022年10卷5期 

轩慧慧  刘  清  王  磊 

2.Novel benzo[1,2-b:4,5-b’]difuran-based copolymer 

enables efficient polymer solar cells with small energy 

loss and high VOC 

《纳米能源》2020年76卷 

高跃岳  申志涛  谭付瑞 

3.Synthesis and structures of unsymmetrical bull’s 

horn-shaped heptathienoacenes with isomeric location of 

sulfur atoms 

《有机化学前言》2020年7卷23期 

张  超  马志英  王光霞 

4.Blood-brain barrier-penetrating single CRISPR-

Cas9 nanocapsules for effective and safe glioblastoma 

gene therapy 

《科学进展》2022年8卷16期 

邹  艳 

5.Brain-Targeted Codelivery of Bcl-2/Bcl-xl and 

Mcl-1 Inhibitors by Biomimetic Nanoparticles for 

Orthotopic Glioblastoma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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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化学会纳米》2022年16卷4期 

何文亚 

6.Hydroxy-terminated Hyperbranched Poly （ amine-

ester） Grafted with Graphene Oxid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poxy Resin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2021年37卷11期 

孙瑞敏  郝延蔚  周永恒 

7.基于相对差异函数的海绵城市弹性评价 

《水利水运工程学报》2021年总第185期 

冯  峰  靳晓颖  刘  翠 

8.双足机器人五质心模型的预测控制实现方法 

《机械设计与制造》2022年第3期 

孟  芸  周福娜  卢志强 

9.高分辨率遥感船舶图像细粒度检测方法研究 

《舰船科学技术》2022年44卷5期 

申  浩  荆一昕  高  琼 

10.浅谈升降横移类立体车库载车板的防坠落装置的检验 

《中国电梯》2021年32卷21期 

黄  沛  蔡成伟  王亚超 

11.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探究 

《中国科技人才》2021年7卷 

董  涛  贺笑笑  肖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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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与安全评定研究（著作） 

李  明  郑照飞 

13.A Novel 7-Days Prolonged Dietary Deprivation 

Regimen Improves ALT and UA After 3-6Months 

Refeeding,Indicating Therapeutic Potential 

《营养前沿》2020年7卷 

王晓雪  李志慧  赵炎葱 

14.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the Liver and Lung 

in Mice After Exposure to ZnO Quantum Dots 

《国际纳米医学杂志》2020年15卷 

杨艳杰  李沛森  林  遥 

15.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Biomarkers and 

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Tuberculosis Patients           

《国际环境研究和公共卫生杂志》2020年17卷19期 

谢龙祥  晁晓钰  滕铁山                         

16.OSpaad: An online tool to perform survival 

analysis by integrating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and 

long-term follow-up data of 1319 pancreatic carcinoma 

patients 

《分子肿瘤》2020年59卷3期 

张国森  王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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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Rapid Detection of Anti-SARS-CoV-2 Antibody 

Using a Selenium Nanoparticle-Based  Lateral Flow 

Immunoassay 

《IEEE 纳米生物科学杂志》2022年21卷1期 

陈春霞  胡航展  李小全 

18.Soluble uric acid induces myocardial damage 

through activating the NLRP3 inflammasome 

《细胞与分子医学杂志》2020年24卷15期 

张海龙  马雨婷  曹  润 

19.A novel GSH-triggered polymeric nanomicelles for 

reserving MDR and enhancing antitumor efficiency of 

hydroxycamptothecin 

《国际药剂学杂志》2021年600卷 

宗兰兰  王海彦  侯先巧 

20.A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ratrum Alkaloids on the Antihypertension and DNA 

Damage Activity in Mice 

《化学与生物多样性》2020年17卷2期 

丛  悦  武彦彤  沈  姗 

21.Spermine Promotes Pulmonary Vascular Remodelling 

and Its Synthase Is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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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呼吸杂志》2020年56卷5期 

何阳阳  颜  艺  蒋  鑫 

22.Sensitivity analysis of EGFR L861Q mutation to 

six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临床和转化肿瘤学》2022年24卷10期 

刘  畅  王振兴  刘  倩  

23.The Identification of RNA Modification Gene PUS7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of Ovarian Cancer 

《生物学》2020年10卷11期 

李会敏  陈  林  韩云松 

24.无托槽隐形矫治器及自锁托槽矫治器对牙周炎患者牙周

及龈下菌群的影响 

《上海口腔医学》2022年31卷2期 

朱永翠 

25.异甘草素通过调节 VEGFA/NF-κB 通路抑制高糖诱导的

ARPE-19细胞增殖、迁移 

《中成药》2020年42卷10期 

洪  萌  李权达  石荣先 

26.青年女性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 MRI 特征表现 

《实用放射学杂志》2021年37卷7期 

张倩倩  钱伟军  叶  枫 

27.超声引导下竖脊肌平面阻滞的镇痛效果及对患者神经功



 

— 14 —    
 

能的影响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22年25卷2期 

臧  波  韩春芝  周  蓓 

28.文拉法辛联合超声引导下 FICB 对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

后认知功能、血清5-HT 及 NE水平的影响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2年49卷2期 

韩春芝  范  捷 

29.手术与非手术治疗小腿三头肌损伤的疗效比较 

《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2022年37卷4期 

石志伟  朱贤友  路绪超 

30.2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高频超声声像图体征与神经电

生理参数的相关性 

《临床与病理杂志》2021年41卷12期 

赵  阳  文  珂  沈全明 

31.乌司他丁联合利奈唑胺治疗重症肺炎的效果观察 

《中国实用医刊》2022年49卷1期 

杨亚敏 

32.Development of a New Phenology Algorithm for 

Fine Mapping of Cropping Intensity in Complex Planting 

Areas Using Sentinel-2 and Google Earth Engine 

《国际地理信息杂志》2021年10卷9期 

郭  研  夏浩铭  潘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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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natural and man-made 

factors to vegetation cover change of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nd vulnerable areas of China 

《清洁生产》2021年321卷 

李  阳  郑智成  秦耀辰 

34.Exploring on the Eco-Climatic Effects of Land 

Use Changes in the Influence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0 to 2015 

《土地》2021年10卷6期 

池  千  周生辉  王黎俊 

35.A Recommendation Model for College Career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无线通信与移动计算》2021年2021卷 

冯  元  黄伟贤 

36.带尾坎的阶梯溢洪道数值模拟研究 

《人民黄河》2020年42卷5期 

贾洪涛 

37.甲基磺酸乙酯诱变西瓜种子的条件优化 

《中国瓜菜》2022年35卷1期 

赵  展  王晓婷  李  林 

38.幼儿园教师职业承诺之定量研究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2年41卷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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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亭含 

39.开农系列高油酸花生遗传多样性分析 

《花生学报》2020年49卷4期 

郭敏杰  殷君华  邓  丽 

40.检验检测抽样管理规范 

王利杰  李  明  朱闪闪 

三、三等奖作品及作者名单 

1.Global Attractivity for Uncertain Differential 

Systems  

《美国数学科学研究所数学》2022年7卷2期 

陶娜娜  丁春晓 

2.Corrosion behavior of reinforcing bar in 

magnesium phosphate  cement based on polarization curve 

《工程科学的萨达那学院学报》2020年45卷1期 

李  军 

3.Fluorescence to multi-colored phosphorescence 

interconversion of a novel, asterisk-shaped luminogen 

via multiple external stimuli 

《化学通讯》2020年56卷31期 

贾小永  岳兵兵  周璐璐 

4.Solution Processed Cu(In,Ga)(S,Se)2 Solar Cells 

with 15.25% Efficiency by Surface Sulfu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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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应用能源材料》2020年3卷7期 

袁胜杰  王新收  赵云海 

5.Discovery of Kinetic Effect in a Valence 

Tautomeric Cobalt-Dioxolene Complex  

《无机化学》2022年61卷10期 

孙肖朋  汤  筝  李佳佳 

6.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properties of modern 

blue clay brick for Kaifeng People’s Conference Hall 

《科学报告》2021年11卷1期 

马少春  吴优文  鲍  鹏 

7.Study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cracking of 

earthen soil under dry shrinkage and freeze – thaw 

conditions 

《科学报告》2022年12卷1期 

岳建伟  黄轩嘉  赵丽敏 

8.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reated Silt Using Lignin: Case 

Study of Yellow River Flood Basin  

《国际地质力学杂志》2021年21卷5期 

张建伟  韩  一  王小锯 

9.Precisely NIR-II-activated and pH-responsive 

cascade catalytic nanoreactor for controlled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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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 and self-enhanced synergetic therapy  

《纳米尺度》2022年14卷34期 

胡  鹏  赵  爽  石家华 

10.Non-holostane and holostane triterpene 

glycosides from spawn of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 

《食品成分与分析杂志》2022年109卷 

王先友  李明珠  白  云 

11.Measurement and Correlation of Solubility 

Behavior of Bisphenol A in Binary （Ethyl Acetate + n-

Butanol, Ethyl Acetate + 2-Butanol,Ethanol + n-Butanol, 

and Ethanol + 2-Butanol） Solvents 

《化学与工程数据期刊》2021年66卷9期 

方瑞娜  耿  悦  姚新鼎 

12.Dispersion stability of titanium dioxide in 

aqueous isopropanol with polymer dispersant 

《涂层技术与研究杂志》2020年17卷4期 

刘  伟  耿  悦  庞宏建 

13.轴流式水轮机组振动传递路径分析 

《振动与冲击》2020年39卷17期 

职保平  尼  玛  秦净净 

14.采用滑膜观测器的六旋翼指令滤波鲁棒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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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20年56卷19期 

姚云磊  崔雅博 

15.HPLC法测定通气丸中3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中国合理用药探索》2022年19卷1期 

韩吴琦  方慧祥  吕  晋 

16.比色法与氧气锆分析仪器法测定微量氧的比对试验 

《中国检验检测》2020年28卷4期 

郭相飞 

17.Micro-ribonucleic acid-23a-3p prevents the onset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by suppressing the 

activation of 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like 

receptor family pyrin domain containing 3 inflammatory 

bodies-caused pyroptosis through negatively regulating 

NIMA-related kinase 7 

《糖尿病研究杂志》2021年12卷3期 

常红叶  常红娟  程团结 

18.Wnt5b/Ryk-mediated membrane trafficking of P2X3 

receptors contributes to bone cancer pain 

《实验神经病学》2020年334卷 

赫锦锦  王  潇  梁  超 

19.JNK signaling pathway mediates fluoride-induced 

upregulation of CK1a during enamel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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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病学研究》2021年55卷3期 

杨中锐  郭  靖  贾  杰 

20.Integrated analysis of Solute carrier family-2 

members reveals SLC2A4 as an independent favorable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breast cancer 

《通道》2021年15卷1期 

石贞玉  刘嘉豪  王  菲 

21.1,25（OH）2D3 alleviates DSS-induced ulcerative 

colitis via inhibiting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白血病生物学期刊》2020年108卷1期 

曹  润  马雨婷  李少伟 

22.Identification of molecular anti-metastasis 

mechanisms of lycorine in colorectal cancer by RNA-seq 

analysis 

《植物医学》2021年85卷 

高  蕾 

23.The mechanism and candidate compounds of Aged 

Citrus Peel （ chenpi ）  preventing COPD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lung cancer   

《食品与营养研究》2021年65卷 

周  琳 

24.Toxic effects of the Emamectin Benzoate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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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ed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16HBE) cells 

《环境污染》2020年257卷 

牛晨光 

25.化瘀解毒生精方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性弱精子不育症的临

床研究 

《中华男科学杂志》2022年28卷3期 

王  晨 

26.护士远程血压监测对城市高血压病人血压控制效果的系

统评价 

《护理研究》2022年36卷6期 

智喜荷  段淑敏  张  贞 

27.经腹腔入路腹腔镜根治性肾切除术中两体一面解剖技术

定位肾动脉的应用效果 

《中华外科杂志》2021年59卷11期 

任选义  李腾飞  周云飞 

28.Febuxostat combined with hydr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contrast-induced nephropathy in 

hyperuricemia patients undergo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a CONSORT-complian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医学》2022年101卷4期 

马  光  李  敏  滕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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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自拟清肺止咳化痰汤联合推拿疗法治疗小儿急性支气管

炎（痰热壅肺证）的临床研究 

《中医药学报》2022年50卷5期 

邢彦伟  刘静生  刘素云 

30.OSov: An Interactive Web Server to Evaluate 

Prognostic Biomarkers for Ovarian Cancer 

《生物学-基础版》2022年11卷1期 

闫中义  王  强  赵苏苏 

31.胆囊腺癌演变过程中 B7-H3蛋白和 CD3+、CD8+T 细胞表

达及预后分析 

《临床肿瘤学杂志》2020年25卷8期 

郭  伟  陈小爽  皇甫深强 

32.脂蛋白 a 在心肌梗死模型大鼠中的作用及可能机制 

《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2021年42卷5期 

何兆辉  郑先杰  姚  玮 

33.青年人群非特异性下腰痛危险因素分析 

《中国现代医药杂志》2021年23卷7期 

王久清  陈  腾 

34.蟾毒灵对低氧/复氧心肌细胞损伤保护作用及机制 

《青岛大学学报医学版》2021年57卷1期 

翟小菊  李松林  马  光 

35.等渗造影剂与低渗造影剂行 PCI 对 STEMI 患者造影剂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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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生、影响因素及预后分析 

《医学影像学杂志》2020年30卷9期 

尹晓翔  杜  森 

36.miR-629对胰腺癌细胞增殖和迁移的影响 

《肿瘤学杂志》2020年26卷8期 

吴  飞  郑兰东  刘  利 

37.一例系统性红斑狼疮伴中枢神经系统曲霉病的病例报道

及文献分析 

《药学服务与研究》2021年21卷6期 

侯凯旋  何  娟  张健鑫 

38.温脾汤灌肠对重症患者胃肠激素水平的影响 

《光明中医》2020年35卷15期 

刘志勇  陈焕新  蒋建强 

39.噻托溴铵与异丙托溴铵治疗方案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

性加重期患者的疗效比较 

《中国合理用药探索》2021年18卷9期 

刘方方  轩静静  张东颖 

40.中药内服治疗急性腰扭伤的用药规律及其高频药对的药

理分析 

《大众科技》2021年23卷266期 

闫素敏 

41.对某院2018年临床调血脂药的用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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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理用药探索》2021年18卷4期 

乔  辉  王景春  刘  蔚 

42.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对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的诊断效

果研究 

《医药论坛杂志》2021年42卷11期 

任文妍  赵  森  杜  森 

43.尼莫地平联合吡拉西坦治疗脑梗塞后血管性痴呆患者疗

效及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数理医药学杂志》2022年35卷4期 

赵  俊 

44.Introduced Populations of an Invasive Tree Have 

Higher Soluble Sugars but Lower Starch and Cellulose 

《植物科学前言》2020年11卷 

李文娆  王路伟  田宝良 

45.New insights into the dispersion history and 

adaptive evolution of taxon Aegilops tauschii in China 

《遗传学报》2022年49卷3期 

李  浩  聂  芳  朱乐乐 

46.基于穗形特征与分子标记进行中国节节麦核心种质的创建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21年22卷2期 

郜晓峰  周  仪 

47.小果型西瓜新品种满春的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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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蔬菜》2021年第9期 

于玉红  赵小龙  张  琳 

48.模拟氮沉降对高寒湿地土壤理化性质和酶活性的影响 

《草地学报》2022年30卷6期 

黄瑞灵  王西文  马国虎 

49.381家医疗机构医用织物管理现状与满意度调查 

《中国消毒学杂志》2022年39卷2期 

芦  珊 

50.种植密度对玉米品种开青1号农艺性状及生物产量的影响 

《农业科技通讯》2020年第9期 

许海良  陈  威  吴占清 

51.无人机倾斜摄影测绘1:500地形图精度分析 

《测绘》2020年43卷2期 

王冬梅 

52.黄淮海玉米籽粒含水量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及测定方法 

《中国种业》2021年第11期 

刘红兵  李婷婷  吴占清 

53.自然资源管理中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运用分析 

《冶金管理》2022年总第439期 

高  琼 

54.肌腱损伤纤维化发生发展机制及冷疗法干预效果（著作）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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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河南大学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开封大学 

开封市人民医院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开封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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