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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台科〔2020〕32 号 

 

关于下达 2020 年台州市农业科技计划项目和
第一批社会发展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2020年台州市农业科技计划项目和第一批社会发展科

技计划项目下达给你们，请你们按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认真组织实施，如期完成科技计划项目任务，并将项目实施情

况以书面形式报台州市科技局。 

 

附件 1、2020 年台州市农业科技计划项目 

2、2020 年台州市第一批社会发展科技计划项目 

 

台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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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台州市农业科技计划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承担单位 

项目 

类别 
起止时间 所在地 

1 20ny01 浙东南沿海水稻钵苗机插配套高产集成栽培技术研究 曾孝元 台州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2 20ny02 
凡纳滨对虾集约化养殖产业升级-高效生态零排水技

术研究与示范 
翁歆之 台州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3 20ny03 鲜食大豆新品种引进及诱抗减药增效技术示范 张  胜 台州市种子管理站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4 20ny04 单点系泊深水海洋重力式网箱系统水动力性能研究 叶  谦 台州学院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5 20ny05 不同保鲜技术对大陈黄鱼品质影响的研究 卢  亭 台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6 20ny06 
台州市水产干制品中 N-亚硝胺风险监测及控制技术研

究 
罗振玲 台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7 20ny07 西兰花田稻作绿色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及推广 王旭辉 台州市椒江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8 20ny08 枇杷稳产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徐春燕 台州市经济作物总站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9 20ny09 
基于代谢组学的鲜冻水产品致病菌交叉污染快速检测

方法研究 
李  娜 台州学院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10 20ny10 设施瓜菜新型安全生产模式集成与推广 陈伟强 台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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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承担单位 

项目 

类别 
起止时间 所在地 

11 20ny11 稻田环境友好型秸秆覆盖控草新技术研究 王会福 台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12 20ny12 黑水虻对餐厨垃圾的处理效果及资源化利用研究 钱仲仓 台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13 20ny13 
基于高光谱遥感影像的森林类型识别与分类研究——

以天台山为例 
宋海峰 台州学院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14 20ny14 
柑橘黄脉病毒 TaqMan 探针法 Real-time RT-PCR 检测

体系的建立及其应用 
刘顺民 浙江省柑桔研究所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15 20ny15 杨梅抗病资源发掘与遗传机制研究 陈方永 浙江省柑桔研究所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16 20ny16 多头切花菊新品种引选及种苗繁育技术研究 刘  君 台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17 20ny17 
果园生草与增施生物有机肥对黄岩本地早果实品质提

升的作用研究 
潘丽芹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18 20ny18 西兰花残体在猕猴桃土传病害防控中的作用研究 张慧娟 台州学院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19 20ny19 
精准精量滚筒气吸式秧盘播种成套装备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 
夏如艇 台州学院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20 20ny20 
基于 AuNSs-HCR 信号增强的啶虫脒残留智能可视化传

感技术研究 
徐程楠 浙江省柑桔研究所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21 20ny21 紫菜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徐海菊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22 20ny22 
耐寒红树植物秋茄扩繁与造林试验 邱智敏 台州市林业技术推广总站 农业 2020-2022 

市本级 

 



— 4 — 

附件 2： 

2020 年台州市第一批社会发展科技计划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承担单位 

项目 

类别 
起止时间 所在地 

1 20ywa01 MACC1在胃癌发生、侵袭中的作用及其预后预测研究 章  霞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2 20ywa02 
SIRT3调控 FoxO1信号介导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炎症的作

用机制 
袁  远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3 20ywa03 
HLA-G 通过 NF-κB/c-Myc 通路介导胃癌侵袭、转移的

机制研究 
韩秋月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4 20ywa04 
hsa-miR-515-5p靶向调控CXCL12在宫颈癌侵袭和转移

中的作用及机制 
谢优优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5 20ywa05 
miR-195-5p 靶向调控 Wnt 信号通路在肺腺癌中作用机

制的研究 
张  波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6 20ywa06 
二甲双胍调控 NLRP3炎症小体对类风湿关节炎的保护

机制研究 
陈素云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7 20ywa07 
hsa-miR-433靶向调控 ASPM 维持肿瘤细胞干性在胰腺

导管腺癌发生发展中的机制研究 
王  娜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8 20ywa08 
miR-181d 调控 Wnt-β-catenin / PTEN-Akt 通路促进

神经干细胞增殖和轴突伸长修复脊髓损伤 
尹  华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9 20ywa09 
PHLPP2调节 GPX4诱导铁死亡信号通路影响非小细胞肺

癌放疗敏感性的作用及机制 
杨海华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10 20ywa10 
金合欢素调控PI3K/AKT信号途径介导线粒体自噬减轻

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研究 
刘  冲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11 20ywa11 NF1基因突变抑制 GBM 周细胞募集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朱敏淑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12 20ywa12 
GILZ 抑制 NF-κB 通路促 MSCs 细胞成骨分化及机制研

究 
林  忠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13 20ywa13 NIPT 产前筛查技术在辅助生殖胎儿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潘飞燕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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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承担单位 

项目 

类别 
起止时间 所在地 

14 20ywa14 LncRNA TUG1在上皮性卵巢癌中的调控机制研究 陶小玲 台州医院恩泽妇产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15 20ywa15 
PICK1在 TLR4信号通路介导的脓毒症急性肝损伤中的

作用及机制研究 
王慧君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16 20ywa16 
miR-126靶向 VEGF 调控血管新生影响颈动脉斑块稳定

性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胡晓飞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17 20ywa17 
新型骨移植材料nano-whitlockite与重组人骨形态发

生蛋白-2的生物兼容性及诱导新生骨形成能力评价 
郑光彬 浙江省台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18 20ywa18 
基于影像组学预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演变与预

后的临床研究 
季文斌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19 20ywa19 
基于 COVID-19 集中诊治技术标准化和管理精细化的

研究 
林  峰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20 20ywa20 
COVID-19患者淋巴细胞亚群和细胞因子的变化及早期

干预的疗效研究 
赵海红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21 20ywa21 
基于院内零感染的新发强传染性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

控体系的建立与管理研究 
何泽宝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22 20ywa22 
丁苯酞调节TLR4/NF-κB/MMPs促进脊髓损伤后血脊髓

屏障的修复及其机制的研究 
杨向东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23 20ywa23 
靶向大鼠腹膜间皮细胞上皮-间充质转分化相关长链

非编码 RNA 干预腹膜纤维化的实验研究 
陈  璐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24 20ywa24 
高盐饲养通过调节小鼠胃 Th17/Treg 平衡在胃粘膜损

伤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陈  锐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25 20ywa25 
低氧预处理 MSC 外泌体通过 HIF-1α-miR135b-Hippo

通路促进 ARDS 肺泡上皮修复的机制研究 
董  亮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26 20ywa26 
氧化应激调控因子 NRF3抑制乳腺癌细胞转移的分子机

制研究 
权明明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27 20ywa27 
帕比司他通过自噬途径诱导宫颈癌细胞凋亡及其相关

机制研究 
盛  波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28 20ywa28 
UHRF1通过甲基化抑制 NR1D1表达促进乳腺癌转移的分

子机制研究 
戴岳楚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29 20ywa29 
外泌体 miR-224-5p 靶向 PHLPP2激活 AKT/mTOR/p70S6K 

促进乳腺癌侵袭和转移的机制及临床应用研究 
杨英梅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30 20ywa30 
全基因组 CRISPR 技术筛选 KSHV 感染的新受体及其机

制研究 
卢雨田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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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承担单位 

项目 

类别 
起止时间 所在地 

31 20ywa31 
姜黄素对铁过载所致造血细胞损伤的逆转作用及机制

研究 
徐玲珑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属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32 20ywa32 
纳秒级脉冲电场对缺氧微环境中 NSCLC 细胞迁移侵袭

及 EMT 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华浅近 台州市立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33 20ywa33 
MicroRNA-769-5p 靶向调控膀胱癌细胞侵袭转移的分

子机制研究 
徐林飞 台州市立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34 20ywa34 
飞秒激光小切口基质透镜切除术（SMILE）术后眼前节

结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伍海建 台州市立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35 20ywa35 
MiR-520e通过ATG7下调自噬介导的失巢凋亡抵抗抑制

肝癌细胞转移 
金  茜 台州市立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36 20ywa36 
基于深度学习的CT影像分析在肺癌早期筛查及风险评

估中的应用研究 
夏贤武 台州市立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37 20ywa37 
长链非编码 RNA-AP001528.2对宫颈癌细胞恶性生物学

行为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叶文蔚 台州市立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38 20ywa38 
脂筏介导的甜菊多糖抗三阴性乳腺癌的作用及分子机

制研究 
陈  勇 台州市立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39 20ywa39 
mTOR 信号通路及细胞自噬调控 hedgehog 通路在肝

纤维化疾病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汪  洋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40 20ywa40 
circ_0009910调控 miR-17-5p/STAT3通路促进骨肉瘤

增殖侵袭的机制研究 
李  祥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41 20ywa41 
心肌纤维细胞分泌 miR-21介导心肌梗死引起心肌凋亡

和重构的作用机制 
陶潞渊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42 20ywa42 
γδT细胞功能亚群在结直肠癌患者外周血分布和克

隆性特征的研究 
刘东红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43 20ywa43 
circRNA0021205作为 ceRNA 介导 miR138调控 SIRT1在

非小细胞肺癌转移中的作用机制 
张继琛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44 20ywa44 
IGFBP2通过AKT1/NF-kB通路调控胰腺导管腺癌的机制

研究 
张  虹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45 20ywa45 
新型蛋白折叠调节剂 Azoramide 对镉诱导视网膜色素

上皮细胞毒性抑制作用及机制的研究 
章灵敏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46 20ywa46 肿瘤化疗患者 CRE 肠道定植与血流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牟雄能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47 20ywa47 
CSMD1基因影响胃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有效率及预后

生存的分子机制研究 
黄  亮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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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承担单位 

项目 

类别 
起止时间 所在地 

48 20ywa48 
基于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医务人员心理应

激反应与干预研究 
汪庭枫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49 20ywa49 
基于 EMT 途径丝甘蛋白聚糖在促进膀胱癌发生、发展

及远处转移中的机制研究 
周  丽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50 20ywa50 
基于分子马达技术快速检测ICU脓毒症患者β-内酰胺

酶的生物传感器构建及临床应用研究 
赵  辉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51 20ywa51 
基于射频信号的时间增强超声成像分析技术构建深度

学习模型检测乳腺微钙化 
王  刚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52 20ywa52 
溶瘤腺病毒介导基因修饰治疗肾细胞癌的体内体外机

制研究 
张  忠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53 20ywa53 
基于构建胜任力模型的公立医院中层干部岗位绩效考

评研究 
潘喜喜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54 20ywa54 
基于构建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免疫缺陷小鼠模型

CXCR4/7介导膀胱癌进展和远处转移的机制研究 
汪官富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55 20ywa55 
靶向 MUC1-CART 治疗对胰腺导管腺癌上皮间质转化和

侵袭性影响的研究 
张慧敏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56 20ywa56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疼痛知觉处理的病理机制

研究 
汤义平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57 20ywa57 肠源性神经递质对银屑病宿主的免疫调节作用研究 陈再明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58 20ywa58 
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子代表观遗

传模式分析 
顾荣华 台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59 20ywa59 
瑞马唑仑用于小儿术前镇静和预防术后躁动的临床研

究 
刘华程 台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60 20ywa60 
肠道菌群失调及短链脂肪酸水平与儿童哮喘发生关系

的研究 
尹燕丹 台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61 20ywa61 
Notch4通过长链非编码RNA LSINCT5调控食管鳞状细胞

癌有氧糖酵解机制的研究 
钱翠娟 台州学院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62 20ywa62 血小板采集活化及 CD36缺失相关的 PTR 应对策略研究 张开文 台州市中心血站 医卫 2020-2022 市本级 

63 20hb01 
台州市重点化工园区土壤（地下水）污染监测预测预

警系统研究 
徐博宇 台州市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 环保 2020-2022 市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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