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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学校卫生协会 2022 年度科研课题立项名单

证书编号 课题主持人 课题名称

SDWS2022001 丁来平 健康教育教学模式及效果评价研究

SDWS2022002 丁国玉 高职院校校医院建设和管理研究

SDWS2022003 于龙刚 中小学生变应性鼻炎防控与保健策略研究

SDWS2022004 于杨
济南市低龄儿童龋的影响因素及综合防龋措施在防治低龄儿童龋方面的效

果

SDWS2022005 于新军
手机依赖性使用与青少年睡眠障碍、焦虑、抑郁及前庭性偏头痛的相关性

研究

SDWS2022006 马玉磊 新时期下临床专硕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SDWS2022007 马翠丽 后疫情时代高校医院防疫功能定位及发展分析研究

SDWS2022008 王文静 中学生近视归因及教育对策研究

SDWS2022009 王玉敏 农村小学学生近视归因及教育对策研究

SDWS2022010 王兰英 青少年肥胖干预研究

SDWS2022011 王成先 学生近视归因及教育对策研究

SDWS2022012 王成宝 青少年肥胖干预研究

SDWS2022013 王尧尧 基于 HRV 的检测手段探索运动干预对改善中学生抑郁症效果与生理机制

SDWS2022014 王刚 基于 Wnt/CX3CR1 细胞靶点氢气保护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机制

SDWS2022015 王安营 新冠肺炎疫情下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应对策略

SDWS2022016 王红 小学生良好卫生习惯养成的实践研究

SDWS2022017 王丽娟
放疗、免疫治疗结合抗组胺药物用于治疗复发或转移实体瘤临床疗效及不

良反应的临床研究

SDWS2022018 王彦华 比较帕博利珠单抗应用于肝动脉与外周静脉治疗兔肝 VX2 肿瘤的疗效评估

SDWS2022019 王美云 学龄前儿童近视防控及保健策略研究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33&CurRec=18&recid=&FileName=HZTD202014078&DbName=CJFDLASN2020&DbCode=CJFD&yx=&pr=CFJD2020;&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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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S2022020 王爱英 潍坊市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与康复训练指导

SDWS2022021 王爱敏 学校水痘流行特点及防控措施的研究

SDWS2022022 王海霞 “多维视角”下高等学校校医院功能定位研究

SDWS2022023 王锋 慢跑运动和健美操对考研大学生焦虑情况影响的比较研

SDWS2022024 王道忠 学校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培养研究

SDWS2022025 王颖 儿童及青少年近视的影响因素与防控管理对策

SDWS2022026 王新梅 农村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在校生活及学习关系调查研究

SDWS2022027 王增
体医融合，康养并用：提升中老年 stroke 后遗症期病患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实证研究—以枣庄市为例

SDWS2022028 王磊 学生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培养研究

SDWS2022029 车艳辞 青岛高校医学生生殖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SDWS2022030 牛余贵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病现状及相关危险因素研究

SDWS2022031 牛家柱 学校卫生学视角下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研究

SDWS2022032 牛常英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一线医护人员皮肤损伤的预防处理现况及对策

SDWS2022033 卞亚茹 青少年肥胖干预的研究

SDWS2022034 尹秀娟 中学生近视归因及教育对策研究

SDWS2022035 尹洁 探讨新冠疫情下“O2O 培训模式”对实习护生标准预防技能培养的应用效果

SDWS2022036 孔维商 初中生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SDWS2022037 邓桂坡 兖州区农村中小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管理研究

SDWS2022038 石志文 幼儿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培养研究

SDWS2022039 卢波 中小学生抗菌药物认知与安全用药科普教育研究

SDWS2022040 卢振芹 儿童龋齿发病特点及防治策略研究

SDWS2022041 田原 大学生医疗保险现状研究-以济南市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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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S2022042 田道龙 防疫背景下小学生居家学习自律能力的培养路径研究

SDWS2022043 史立强 学校食堂食品卫生与安全管理研究

SDWS2022044 冯国庆 农村初中学生卫生习惯培养的研究

SDWS2022045 冯建辉 青少年近视防控与保健策略研究

SDWS2022046 冯强 幼儿园手足口病实验室检测及病毒基因序列分析

SDWS2022047 宁玉花 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SDWS2022048 司忠珍 “双减”背景下农村小学生近视防控与保健策略研究

SDWS2022049 曲文超 青少年睡眠与肥胖现状及其相关性的调查分析

SDWS2022050 曲梅花 高校结核病认知调查及科普体系建设

SDWS2022051 吕高超 内科胸腔镜联合全身治疗对恶性胸腔积液的疗效分析

SDWS2022052 朱志忠
民营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模式调查研究-以济宁凤凰怡康医院老年护理院为

例

SDWS2022053 任志盛 青岛市中小学生健康素养调查

SDWS2022054 华小华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房树人心理图测在校园的应用》

SDWS2022055 刘云水 基于疫情对小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

SDWS2022056 刘玉辉 新时代中职学校“四维五步”卫生与健康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SDWS2022057 刘世佳 “互联网+新媒体”时代卫生法制教育传播模式研究

SDWS2022058 刘伟伟 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工作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SDWS2022059 刘丽
小学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与预防策略研究—以近年三起校园公共卫

生突发事件为例

SDWS2022060 刘杰 学校开展卫生与健康教育的模式与途径研究

SDWS2022061 刘明星 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的创新发展

SDWS2022062 刘春燕 《未成年人保护法》背景下医校联合预防县域中学生性侵害的研究与探讨

SDWS2022063 刘相粉 体验式教学模式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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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S2022064 刘树芝 小学生近视归因及教育对策研究

SDWS2022065 刘轶 优化小班进餐环节的策略研究

SDWS2022066 刘峰 学生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培养研究

SDWS2022067 刘静 运动运动康复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周围神经病变防治策略研究

SDWS2022068 齐燕 新冠疫情下乳腺癌患者心理痛苦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SDWS2022069 闫海洁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医学实习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SDWS2022070 许传屾 疫情环境下器官捐献工作的挑战与对策

SDWS2022071 许君宝 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山东省医务人员心理弹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SDWS2022072 许慧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现状及改善策略研究

SDWS2022073 孙可辉 “双减”政策下“五项管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研究

SDWS2022074 孙佳丽 Klippel-Trenaunay 综合征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现况研究

SDWS2022075 孙法宝 小学健康教育教学模式与效果评价研究

SDWS2022076 孙经峰 农村小学健康教育实施模式及其效果分析

SDWS2022077 孙荣江 学生近视归因及教育对策研究

SDWS2022078 孙雪丽 循证护理对日间全麻下儿童口腔治疗麻醉苏醒期躁动发生的影响

SDWS2022079 孙滨 小学生近视防控与保健策略研究

SDWS2022080 孙翠珍
基于“互联网+”的医院-社区-家庭一体化延续护理模式在消化道肿瘤高危

人群机会性筛查中的探索与实践

SDWS2022081 牟兰 小学生近视归因及教育对策研究

SDWS2022082 牟江涛 学生卫生与文明素养的培养研究

SDWS2022083 牟晓 早期合理应用尿酸氧化酶预防及治疗儿童肿瘤溶解综合征的有效性研究

SDWS2022084 苏恒武 学校传染病的流行特点及防治措施研究

SDWS2022085 李云鹏 学生近视防控与保健策略研究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33&CurRec=18&recid&FileName=HZTD202014078&DbName=CJFDLASN2020&DbCode=CJFD&yx&pr=CFJD2020;&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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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S2022086 李中颂 学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SDWS2022087 李正学 青春期学生嫉妒心理形成及对策研究

SDWS2022088 李申民 新时期学校卫生工作形势及问题研究

SDWS2022089 李红梅 小学生心里调查研究

SDWS2022090 李远星 基于学校春季传染病防控下的班级管理探微

SDWS2022091 李志文 疫情背景下园本中医药课程的实践研究

SDWS2022092 李明华 学生青春期健康教育研究

SDWS2022093 李洁 A型肉毒毒素对偏侧面肌痉挛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研究

SDWS2022094 李洪英 后疫情时代高校附属医院药学本科生毕业实习服务体系的建设研究

SDWS2022095 李贺 济南市中小学男生隐匿性阴茎流行现状分析及治疗研究

SDWS2022096 李素惠 青少年近视归因分析研究

SDWS2022097 李莹 小学生近视防控与保健策略研究

SDWS2022098 李爱军 初中寄宿生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培养

SDWS2022099 李海勇 学校食堂食品卫生与管理研究

SDWS2022100 李海鹰 知信行综合干预对改善德州市青少年肥胖的效果研究

SDWS2022101 李萍 济宁地区中小学生青春期健康教育现状调查及干预措施研究

SDWS2022102 李霞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学校突发疫情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SDWS2022103 杨杰 儿童龋齿发病特点及防治策略研究

SDWS2022104 杨娜 青少年项韧带高频超声检查及临床应用研究

SDWS2022105 杨强 学校卫生学视角下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研究

SDWS2022106 杨翠翠 数字乳腺断层融合摄影技术与常规影像学检查对乳腺结构扭曲的诊断价值

SDWS2022107 杨霞 关于小学生近视归因及防控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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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S2022108 时贞岭 区域内学校常见疾病调查与防治研究

SDWS2022109 吴雪静 幼儿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SDWS2022110 吴淑青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SDWS2022111 吴慧丽 对泰安市农村学生青春期性生殖健康教育的干预研究

SDWS2022112 邱宁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SDWS2022113 邹晶 3-6 岁幼儿园健康教育教学及效果评价研究

SDWS2022114 宋海鹰 健康中国背景下健康促进学校指标体系建设研究

SDWS2022115 张文娟 青春期 PCOS 的肠道菌群变化及间歇性禁食治疗疗效的研究

SDWS2022116 张玉叶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干预体系研究

SDWS2022117 张玉睿 白芍总苷联合小剂量泼尼松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临床研究

SDWS2022118 张有东 单亲家庭初中生心理建设初探

SDWS2022119 张达 小学生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培养研究

SDWS2022120 张延广 学校卫生学视角下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研究

SDWS2022121 张兴奎 小学生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研究

SDWS2022122 张志英 高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科研诚信体系建设

SDWS2022123 张丽红 “健康第一” 教育理念下提升青少年运动损伤风险认知策略研究

SDWS2022124 张岳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解决对策研究

SDWS2022125 张荣 IVF-ET 患者情绪调节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及干预研究

SDWS2022126 张洪伟 GATOR-1 复合体相关癫痫表型和基因型研究和预后分析

SDWS2022127 张桂安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SDWS2022128 张桂芳 农村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解决对策的调查研究

SDWS2022129 张逢军 后疫情时代教学的应对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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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S2022130 张浩 学校卫生学视角下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研究

SDWS2022131 张培培 小学生良好卫生文明习惯养成教育的实践与探究

SDWS2022132 张晗 新冠疫情背景下山东省大学生个人防护行为研究

SDWS2022133 张跃兵 心理弹性在留守儿童不安全依恋与同伴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SDWS2022134 张清荣 学校开展卫生与健康教育的模式与途径研究

SDWS2022135 张淑杰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SDWS2022136 张淑娟 小学生近视归因及教育对策的研究

SDWS2022137 张敬飞 小学健康教育校本课程构建研究

SDWS2022138 张雯 基于核心素养下小学生良好卫生习惯养成策略的研究

SDWS2022139 张辉 学生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培养研究

SDWS2022140 张辉 学习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培养研究

SDWS2022141 张晶晶 青春期排卵障碍性异常子宫出血影响因素调查及治疗分析

SDWS2022142 张程征 CCU 查房带教超声可视化模式的效果评价研究

SDWS2022143 张鹏 针对脂蛋白 A的不同调脂方案对糖尿病肾病患者改善冠状动脉狭窄的价值

SDWS2022144 张翠娟 青少年意外妊娠结局调查及生育力保护对策

SDWS2022145 张磊 对比增强能谱乳腺摄影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SDWS2022146 陈凤
高水平职业院校特色专业建设的研究—发展中医药教育，打造职业技术教

育品牌专业群

SDWS2022147 陈伟 小学生近视归因与教育策略的研究

SDWS2022148 陈俊俊 高校公共卫生事件常态化管理机制的探析

SDWS2022149 陈暕 学校重点传染病监测和防控信息化系统研究

SDWS2022150 陈蕾
儿童PICC导管相关血流感染风险预测模型构建及导管血培养标本采集的探

索

SDWS2022151 邵波 小学生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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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S2022152 苗天爱 高校卫生与健康教育的意义与实现途径

SDWS2022153 尚东峰 创建无烟学校的措施与方法研究

SDWS2022154 金非非 德州市 3-5 岁儿童龋病现状调查及其与 BMI 及贫血的相关性研究

SDWS2022155 金梅 个性化医学营养减重对青少年肥胖症患者的影响

SDWS2022156 周晓丽 医校联合多元化健康教育对县域小学生疫情防控知识培训的研究与探讨

SDWS2022157 周蔚然 补体凝集素途径在儿童 IgA 肾病中的作用

SDWS2022158 郑世存 体教融合视域下中小学生近视防控策略研究

SDWS2022159 郑孝花 学生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培养研究

SDWS2022160 郑培清 构建初中学生积极心理场的实践研究

SDWS2022161 郑德明 大学生吸烟状况的调查研究

SDWS2022162 宗旨 中医"治未病"理论在高校传染病防控中的应用研究

SDWS2022163 宗敏 东营市 7-8 岁儿童窝沟封闭项目对口腔卫生服务利用影响的研究

SDWS2022164 孟凡江 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SDWS2022165 孟凡强 “双减”政策下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实施与研究

SDWS2022166 孟令霞 学校开展卫生与健康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SDWS2022167 孟凯 高职院校预警学生心理韧性及保护性资源探索

SDWS2022168 孟珊 后疫情时代潍坊市大学生吸烟状况调查

SDWS2022169 赵永敏 学生近视防控与保健策略研究

SDWS2022170 赵红洋 卫生学视角下中小学呼吸道传染病的特征及防控策略研究

SDWS2022171 赵新军 健康中国背景下健康学校指标体系建设研究

SDWS2022172 郝文婧 重度低龄儿童龋的治疗策略和风险评估的研究

SDWS2022173 郝珉 学龄儿童意外伤害流行病学特征及风险防范的研究—以枣庄市立医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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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S2022174 郝勇 网络学习环境下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研究

SDWS2022175 郝继光 学校常见传染病的防控与健康教育研究

SDWS2022176 修麓璐 基于格林模式的健康教育方案对实习护生临床实践的效果研究

SDWS2022177 侯骏 学生近视防控与保健策略研究

SDWS2022178 姜君 高校附属医院基于“医教协同、产学研结合”实习生创新能力培养

SDWS2022179 姜珊
不同调脂治疗方案降低小而低密度脂蛋白在冠心病合并 2型糖尿病患者冠

脉狭窄进展中的效果评估

SDWS2022180 宫景丽 学校开展卫生与健康教育的模式与途径研究

SDWS2022181 贺进步 小学生心理承受能力调查与强化策略研究

SDWS2022182 袁宝强 学生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培养研究

SDWS2022183 柴进 青少年肥胖干预研究

SDWS2022184 徐丽 基于学校儿童肥胖的干预措施研究

SDWS2022185 徐宗风 积极心理学下小学生心理健康应对策略研究

SDWS2022186 徐敏 BTLA 和 PD-1/PD-L1 与创伤性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和死亡率关系

SDWS2022187 徐榛 新冠疫情下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SDWS2022188 徐慧琳 胜利油田社区中老年人口腔粘膜早癌筛查及防治策略研究

SDWS2022189 高文风 新冠肺炎疫情下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SDWS2022190 高涛 学生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培养研究

SDWS2022191 郭训进 初中学生心理问题归因及个性化矫正策略研究

SDWS2022192 郭培全 学校流感流行特点及基因特征分析

SDWS2022193 唐琳琳 疫情环境下高校附属医院药品短缺的挑战与应对

SDWS2022194 崔风杰 学生近视归因及教育对策研究

SDWS2022195 商占香 疫情环境下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疏导策略研究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5&CurRec=151&recid=&FileName=KQYX202010001029&DbName=IPFDTEMP&DbCode=IPFD&yx=&pr=&URLID=
https://www.sogou.com/link?url=hedJjaC291PtD2zz_-yPKusx7jCq59LvYBySPnQ7hAfnysbuGm9JpK4to0wa_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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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S2022196 商福芝 小学生近视防控与保健策略研究

SDWS2022197 盖玉彪 基于 ADDIE 模型的 ECMO 护理人员培训体系的建设及多中心应用研究

SDWS2022198 梁承锋 大规模疫情防控形势下文化自信培养研究

SDWS2022199 寇俊玲 幼儿园卫生保健人员和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SDWS2022200 彭俊杰 中小学生心理问题评估与干预模式研究

SDWS2022201 彭惠 肥胖性早熟女童肠道菌群特点及穴位埋线治疗研究

SDWS2022202 葛维鹏 神经根脉冲射频联合三氧自体血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临床观察

SDWS2022203 蒋改红 小学生卫生习惯的养成研究

SDWS2022204 韩风美 中学生青春期健康情绪教育研究

SDWS2022205 韩文革 重组结核杆菌融合蛋白（EC）在学校结核病筛查中的应用评价

SDWS2022206 韩汝敏 小学生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培养研究

SDWS2022207 韩承河 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研究

SDWS2022208 韩晓燕 家校合作促进学生卫生习惯与文明素养的养成研究

SDWS2022209 程义民
健康中国视域下大学生吸烟状况调查与控烟对策研究—以山东药品食品职

业学院为例

SDWS2022210 程宗静 农村小学生龋齿现状及防治措施研究

SDWS2022211 温书玲 儿童青少年眼位观察在近视防控中的意义

SDWS2022212 解伟 “李延年工作法”在医院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

SDWS2022213 解洪海 东平县农村中小学近视防控与保健策略的研究

SDWS2022214 窦广勇 学校传染病的流行特点及防措研究

SDWS2022215 蔡永明 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与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SDWS2022216 蔡爱杰 疫情环境下医疗工作的挑战与对策

SDWS2022217 谭健 PDCA 循环模式在改善 IVF-ET 患者用药差错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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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S2022218 颜丽苹 《中小学新冠疫情防控现状调查及改善策略研究》

SDWS2022219 颜涛 “五项管理”和“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生近视防控策略的实践研究

SDWS2022220 杨钧 青少年常见皮肤疾病的防治研究

SDWS2022221 杨西才 疫情期间师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干预策略研究

SDWS2022222 张栋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相对封闭校园环境内高校学生心理健康保障体系构

建研究

SDWS2022223 田欢 学龄前儿童视力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SDWS2022224 肖贤娟 DIP 付费背景下病案编码质量对传染病医院绩效考核影响的研究

SDWS2022225 薛红 定点医院新冠肺炎隔离区环境物体表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分析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