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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意见 
 

推荐单位 杭州市人民政府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沈吉英 办公电话 0571-87025452 移动电话   13575470600 

电子邮箱  传    真  

推荐意见（限 600 字） 

1、失眠障碍是常见的慢性疾病，严重影响人民的身心健康，但公众、甚至普通医务人

员对该病的规范治疗、发病机制认识不足。慢性失眠常伴精神心理问题，其中 50-60%伴有

焦虑，两者互为因故，恶性循环。2、失眠障碍的治疗：西药镇静催眠药容易依赖和耐受，

抗焦虑抑郁药不良反应较多，病人难于接受；中医中药对普通失眠效果较好，但对伴焦虑

的慢性失眠疗效不够满意。3、成果负责人张永华医师是国内著名睡眠医学专家，认为焦虑

性失眠多属阴虚火旺，临床常用的“天王补心丹”力所不能及，须清火以护阴，故选择“加

味酸枣仁汤”（酸枣仁汤加栀子豉汤等），加强清火之力。4、该成果表明加味酸枣仁汤对慢

性焦虑性失眠的临床疗效优于镇静催眠药劳拉西泮；对焦虑障碍使用帕罗西汀也有增效作

用。其机制和提高促眠神经细胞因子 IL-1β、IL-1α、降低抑制睡眠的神经细胞因子 IL-1 

Ra 有关 ，并提高神经递质 5-HT 浓度等有关。该成果为治疗慢性焦虑性失眠提供了客观有

效、副作用小、病人容易接受的方法。5、已撰写学术论文 6篇，其中 SCI收录 2篇，获专

利一项。已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杭州市中医院、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建德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余杭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院推广使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近十家失眠门诊和

睡眠医学中心，每年近 11000余人受益，促进了我省中西医结合睡眠医学的发展。 

基于该项目的创新性、科学性及取得的效益，符合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条件，

特推荐申报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声明： 
我单位严格按照《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和省科学技术厅对推荐工作的具体要求，

对该项目进行了严格审查，确认该项目符合规定的推荐条件，推荐材料全部内容属实，且不存在任何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项目主要创新内容、列入的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等成果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的国家、省科

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推荐项目发生争议，愿意协助调查处理。 

我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作为推荐单位的义务并承担

相应的责任。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三、项目简介 
主要技术内容、授权知识产权情况、技术指标、应用推广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等（限

1000 字） 

失眠障碍是严重危害公众身心健康的常见疾病，既往重视不够，规范治疗率很低。西

医治疗常用镇静催眠药或者抗焦虑、抗抑郁药，前者容易依赖和耐受并失效，后者不良反

应较多、停药后复发率高，病人难于接受；已有报道或推荐的中医方法对普通短暂性失眠

效果尚可，但对伴有焦虑等精神、心理问题的慢性失眠效果不是十分满意。项目负责人张

永华医师是国内知名中西医结合睡眠医学专家，也是我省中西医结合睡眠医学的开拓者，

在中医中药治疗睡眠障碍上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加味酸枣仁汤（酸枣仁汤+栀子豉汤等）

是其根据多年来的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治疗阴虚火旺型焦虑性失眠的经验方。该成果应用

“加味酸枣仁汤”治疗慢性阴虚火旺型焦虑性失眠，同时和劳拉西泮进行对照。结果表明：

治疗2-4周后加味酸枣仁汤对临床症状严重程度、PSQI量评分、SAS评分、多导睡眠图（PSG）

睡眠效率和慢波睡眠时间以及临床疗效等指标均有明显效果，其中治疗 4周后疗效优于劳

拉西泮，并且不良反应小，病人依从性高；另外对焦虑障碍使用帕罗西汀也有增效作用。

作用机制研究也表明：该方可提高焦虑性失眠障碍患者的促眠神经细胞因子 IL-1β、IL-1

α、降低抑制睡眠的神经细胞因子 IL-1 Ra ，从而具有调节 HPA-Mo/Mφ 环路的功能，并

能提高神经递质 5-HT浓度等。可见该方可以通过改善睡眠相关细胞因子，调节 HPA-Mo/M

φ 环路，提高 5-HT神经递质等达到镇静催眠、抗焦虑的作用，为临床治疗阴虚火旺型焦

虑性失眠提供了有效方法和现代理论基础。  

本成果已撰写学术论文 6 篇，其中 SCI 收录 2 篇；培养博士后 1 名，博士生 3 名，

硕士生 6名；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并多次在国家、省级学术年会上进行大会报告。 

该成果已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杭州市中医院、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金华市第二

医院、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建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杭州市余杭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十

余家医院推广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近十家睡眠医学中心，促进了我省中西医结合睡

眠医学的发展。现每年有 11000余人次得到有效治疗，极大地减轻了失眠、焦虑所带来的

痛苦，促进了社会和家庭的和谐。  

 

 



四、主要科技创新 
 

1.立项背景 

人类约有 1/3 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充足的睡眠是健康的重要标准。然而流行病学调

查提示失眠症具有高发病率。失眠症常伴焦虑情绪，我们把失眠症中存在焦虑状态，即焦

虑自评量表（SAS）标准分≥50 分者称为焦虑性失眠。 

焦虑性失眠患者对失眠严重程度的评价过重，显著降低生活质量，同时也可能带来个

体社会功能缺损及相应的经济负担。目前焦虑性失眠的治疗常用苯二氮类镇静催眠药物，

如劳拉西泮、艾司唑仑等，或具有镇静作用的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类抗抑郁

药物，但前者长期使用易成瘾和药物依赖，而 SSRIs类药物的使用常伴乏力、消化道反应，

性功能障碍，口干、便秘等副反应，部分患者反而出现失眠、焦虑加重现象，导致患者依

从性较差。目前，中医中药治疗普通失眠效果尚可，但对慢性焦虑性失眠效果较差，因此，

积极寻找和探索伴有焦虑等精神心理问题的慢性失眠的有效方法意义重大。 

祖国医学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就有治疗 “失眠症”的处方记载，酸枣仁汤和栀

子豉汤均出自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曰：虚

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指出酸枣仁汤用于治疗虚烦不得眠之证，虚烦乃因（阴） 

虚致烦，多为烦而不怒；心藏神，肝舍魂，心肝血虚则神魂不安，故心烦不得眠。《伤寒论》

曰：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

复颠倒，心中懊憹，栀子豉汤主之。说明栀子豉汤可用于治疗心烦懊憹之证，邪热扰及胸

膈，故见心中懊憹；虚烦为无形之火所致。 

我们在临床中发现焦虑性失眠主要表现为脸红目赤、心烦易怒、潮热盗汗、舌红苔少

等症状，即为阴虚火旺型为主。焦虑性失眠初始见肝郁化火，但失眠日久，又易耗伤阴血，

则出现阴虚火（虚火、实火并存）旺之证，必须要泻火以护阴，目前教课书上推荐的“天

王补心丹”往往力所不能及，故选择酸枣仁汤加栀子豉汤以清火养肝护阴。 

焦虑性失眠的发病机制复杂，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NEI）等均参与了睡

眠-觉醒的发生。但以往的中医治疗慢性失眠障碍的研究很少涉及该网络。因此，探寻焦虑

性失眠的 HPA-Mo/Mφ 环路特征，纠正其失衡状态，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2.科技创新内容 

创新点一：从立法上：本成果根据焦虑性失眠的主要表现为脸红目赤、心烦易怒、潮

热盗汗、舌红苔少等症状，认为该类失眠辩证多属阴虚火（虚火、实火并存）旺，且常因

火旺而伤阴，治疗时必须要泻火以护阴。 

    学科分类：中医内科学 

    发表论文： 

1.加味酸枣仁汤治疗阴虚火旺型焦虑性失眠障碍的临床研究.云南中医学院学

报.2016.(01):95-98.任丹丹 胡霖霖 张永华； 

 

创新点二：从用方上：本成果认为目前教课书上推荐的“天王补心丹”治疗阴虚火旺

型焦虑性失眠往往力所不能及，应选择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酸枣仁汤联合栀子豉汤



以清火养肝护阴。研究结果表明：该方对慢性焦虑性失眠的临床疗效优于镇静催眠药劳拉

西泮和佐匹克隆。 

学科分类：中医内科学 

发表论文： 

1.酸枣仁汤联合栀子豉汤治疗焦虑性失眠临床研究. 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4. 

(09): 794-795.刘文娟 胡霖霖 张永华； 

2.加味酸枣仁汤联合佐匹克隆治疗焦虑性失眠及对 5-羟色胺与多巴胺水平的影响.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李梅 胡霖霖 张永华； 

获得专利： 

1.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一种治疗焦虑性失眠的中药复方制剂（专利号 ZL 2014 

10114227.9）；发明人：张永华；权利人：张永华； 

 

创新点三：本成果首次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I）探讨了中医中药治疗慢性失眠，

并发现该方可提高焦虑性失眠障碍患者的促眠神经细胞因子 IL-1β、IL-1α、降低抑制睡

眠的神经细胞因子 IL-1 Ra ，并能提高神经递质 5-HT浓度等。 

学科分类：中医内科学 

发表论文： 

1.Suan zao ren tang in combination with zhi zi chi tang as a treatment protocol 

for insomniacs with anxiety: a randomized parallel-controlled trial.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5: 913252.；胡霖霖 张芯 刘文娟 李梅 张永华； 

2.Modified Suanzaorentang Had the Treatment Effect for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for the First 4 Weeks of Paroxetine Medication: A Pragmatic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7. 2017: 8391637.；宋

明芬 胡霖霖 刘文娟 刘义 陶晓郧 王婷婷 王晟东 章隆 张永华； 

3.失眠障碍中医证型与 5-HTTLPR/5-HTTVNTR 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研究.中国中西医结

合杂志.  2017.37(08): 939-943.；胡霖霖 任丹丹 宋明芬 刘文娟 张永华； 

 

3.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比较 

1、目前，慢性焦虑性失眠药物治疗主要有苯二氮卓类药物，主要通过激动 γ-氨基丁 

酸受体发挥作用，但该类药物短期疗效确切，但长期使用容易发生依赖和耐受，停药后有

时会出现严重的戒断反应；临床上也有使用 SSRI抗抑郁药，但该类药不良反应较大，停药

后也极易复发，病人难于接受或坚持服用。因此，50%的慢性焦虑性失眠转折于临床各科得

不到有效治疗。加味酸枣仁汤作为中医复方，2 周内的疗效差于镇静催眠药，但四周后的

临床疗效即优于镇静催眠药，对 SSRI类药物也有增效作用，尤其病人接受程度和依从性很

高（>85%）。病人的依从性是心身疾病治疗成功与否的关键。 

2、中医治疗单纯性失眠，尤其短暂性、间隙性失眠效果尚可；但对伴有焦虑、抑 

郁等精神心理问题的疗效不够满意。如很多中医治疗方案中推荐“天王补心丹”治疗阴虚

火旺型慢性失眠疗效也欠佳，该方治疗阴虚火旺型焦虑性失眠疗效 40%左右，远低于本组

方的 87%。 

3、既往的研究者大多是单纯的中医背景人员或西医人员，本研究团队人员大多为中医 

人员经过系统精神科临床培训并加注精神科执业，因此，对心理评估、睡眠监测以及伴有



精神心理问题的失眠更充分，尤其本研究中部分病人进行了 PSG监测，使结果更客观。                  

4、虽然已经公认焦虑性失眠与 NEI 网络关系密切，但基于 NEI网络研究中医中药治 

疗焦虑性失眠尚未见报道，本成果阐明了加味酸枣仁汤汤治疗焦虑性失眠的重要作用机制 

，为中医中药治疗焦虑性失眠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五、第三方评价 

评价结论、检测结果等（限 1200 字） 

失眠障碍是常见的危害性较大的一种身心疾病。西药治疗大多采用镇静催眠药或者加

用抗焦虑、抑郁药，前者容易依赖和耐受，后者不良反应较多、停药后复发率高，病人难

于接受；现有报道和推荐的中医方案对短暂性失眠效果尚可，但对伴焦虑等精神心理问题

的失眠效果尚不满意。因此，寻找有效的中医治疗手段并探讨其机理非常必要。 

张永华医师为中国睡眠研究会中医专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中医药学会睡眠与情志病

分会主任委员，在中西医结合睡眠医学界有较高影响力；其提出的“无火不失眠”对临床

有较大的指导意义。项目组根据该理论组成了“加味酸枣仁汤”，观察了其对焦虑性失眠

的临床疗效，并和镇静催眠药劳拉西泮作了比较。 

研究结果表明：加味酸枣仁汤治疗阴虚火旺型焦虑性失眠 2-4周后，症状严重程度、

PSQI 评分、SAS 评分、多导睡眠图（PSG）均有明显改善；其中治疗 4 周后，临床症状改

善情况、PSQI评分、多导睡眠图（PSG）中的睡眠效率和慢波睡眠时间、临床疗效均优于

劳拉西泮，并且不良反应小，病人依从性高。通过作用机制的研究也表明：该方可提高焦

虑性失眠障碍患者的促眠神经细胞因子 IL-1β、IL-1α、降低抑制睡眠的神经细胞因子

IL-1 Ra ，从而具有调节 HPA-Mo/Mφ 环路的功能，并能提高神经递质 5-HT浓度等。 

本研究选择了对公众身心健康带来较大危害的焦虑性失眠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研究

设计科学，观察指标客观先进，结果分析严谨，为中医临床正确认识和治疗焦虑性性失眠

提供了思路和有效方法，也为中医治疗失眠提供了现代理论基础。该以“清补结合、以清

为主、清火才能护阴”的治疗理念改变了目前中医临床治疗失眠多用补法或加理气法，为

中医治疗慢性顽固性失眠开创了新的思路。该方案治疗焦虑性失眠达到 85%的有效率，极

大地提高了中医中药在顽固性失眠治疗上的临床疗效，显示了中医中药的优势。  

本成果已撰写学术论文 6 篇，其中 SCI 收录 2 篇；培养博士后 1 名，博士生 3 名，

硕士生 6名；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并多次在国家、省级学术年会上进行大会报告。 

该成果已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杭州市中医院、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金华市第二

医院、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建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杭州市余杭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十

余家医院推广使用，每年有 11000余人收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近十家睡眠医学中心，

促进了我省中西医结合睡眠医学的发展。  

该成果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实用性，为慢性焦虑（顽固）性失眠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有较大的社会效益，符合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条件。 

 



六、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完成单位应用情况和直接经济效益 

单位名称 
新增应用量 新增销售收入（单位：万元） 新增税收（单位：万元） 新增利润（单位：万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

院 
4353 人次 5679 人次 2103 人次            

             

             

             

             

             

             

合  计 
            

12135 人次    

 

 



 
2．推广应用情况和经济效益（非完成单位） 

应用单位名称 起止 
时间 

单位联系人、

电话 

新增应用量 新增销售收入(万元) 新增税收(万元) 新增利润(万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杭州市中医院 2017 年 11

月-现在 
张 来 

13588727528 
 

863

人次 

4952

人次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016 年 8 月-
至今 

林小东 

13325779718 

675

人次 

2671

人次 

3216

人次 
      

   

余杭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2016 年 8 月-
至今 

王泽军 

13516851680 
  

1379

人次 
      

   

建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018 年 1 月-
至今 

汪建军 

13968124632 
  

1671

人次 
      

   

            

   

合  计： 

675

人次 

4397

人次 

11218

人次 
      

   

1629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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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限 600 字） 

失眠障碍是常见的危害性较大的一种身心疾病，成年人中有 30%的人对睡眠质量不满

意，尤其伴有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问题时危害更大，治疗更困难。该成果的临床应用，

避免了西药治疗不良反应多、病人接受难、停药后易反跳等缺点，又充分体现了中医中药

效果好、副作用小的优势。该成果集项目负责人多年临床经验，应用“加味酸枣仁汤”治

疗焦虑性失眠取得了 85%的临床疗效，把中医临床疗效向上提高了一大步。 

项目完成后迅速得到推广使用，并带动了多家医院失眠门诊和睡眠中心的建设，促进

了我省中西医结合睡眠医学的发展。有 5 家医院的统计资料可查，2018 年共应用于失眠

病人 13000人次，按研究结果中 85%的有效率，为近万名患者解除或减轻了失眠、焦虑之

苦。此外，通过论文查阅和学术会议推广，很多中医师引进、使用了该方案。 

 该研究以“清补结合、以清为主、清火才能护阴”的治疗理念，改变了目前中医临

床治疗失眠多用补法或加理气法，对中医治疗慢性顽固性失眠临床疗效的提高奠定了基

础。 

     

      

 
七、本项目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获奖项目名称 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

等级 
授奖部门（单位） 

     

     

     

     

     

本表所填科技奖励是指： 
1．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设立的科技奖励； 
2．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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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权利人 发明人（培育人） 

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焦虑性失眠的中

药复方制剂 
中国 201410114227.9 2016.04.13 张永华 张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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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作 者 论文专著名称/刊物 
年卷期 

页码 

发表 

时间 

（年、月） 

SCI 他

引次数 

他引 

总次数 

胡霖霖 张芯 

刘文娟 李梅 

张永华 

Suan zao ren tang in combination 
with zhi zi chi tang as a treatment 

protocol for insomniacs with 
anxiety: a randomized 

parallel-controlled trial.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5: 
913252

. 

2015.0

9 
4 

 

宋明芬 胡霖霖 

刘文娟 刘义 

陶晓郧 王婷婷 

王晟东 章隆 

张永华 

Modified Suanzaorentang Had the 
Treatment Effect for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for the First 4 

Weeks of Paroxetine Medication: 
A Pragmatic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7. 
2017: 

839163
7. 

2017.08 1 

 

刘文娟 胡霖霖 

张永华 

酸枣仁汤联合栀子豉汤治疗焦

虑性失眠临床研究. 浙江中西医

结合杂志. 

2014. 
(09): 

794-79
 

2014.09  

12 

李梅 胡霖霖 

张永华 

加味酸枣仁汤联合佐匹克隆治

疗焦虑性失眠及对 5-羟色胺与

多巴胺水平的影响. 中国实验方

剂学杂志. 

2015. 
(17): 

161-16
4. 

2015.09  

11 

任丹丹 胡霖霖 

张永华 

加味酸枣仁汤治疗阴虚火旺型

焦虑性失眠障碍的临床研究.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2016.(0
1):95-9

8. 
2016.01  

8 

胡霖霖 任丹丹 

宋明芬 刘文娟 

张永华 

失眠障碍中医证型与

5-HTTLPR/5-HTTVNTR 基因多

态性的相关性研究.中国中西医

结合杂志. 

2017.3
7(08): 
939-94

3. 

2017.03  

0 

合  计: 5 31 

 
承诺：上述第八、九部分的知识产权、论文、专著用于报奖的情况，已征得

未列入项目完成单位或完成人的发明人（培育人）、权利人、作者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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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张永华 排    名 1 政治面貌 党员 

身份证号 120104196110165515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61.10 出 生 地 浙江长兴 

技术职称 主任中医师 文化程度 硕士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中医内科学 现从事专业 中医内科学 

毕业学校 天津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1990.7 

电子信箱 
zyh16916@163.

com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3306510088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中医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联系电话 0571-4613 

通讯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305号 邮政编码 310013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4年 06月 01日 截止：2017年 06月 30日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本人作为项目“基于 HPA-Mo/Mφ 环路探讨酸枣仁汤联合栀子豉汤对焦虑性失眠的临床疗效

及作用机理”属杭州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编号 20140733Q49的主要负责人，亲自领导组织

该项目的申请执行和完成全过程，亲自主导该项目的方案设计，对该项目的技术创造性贡

献最大，对应创新点一、二、三。参与发明专利：一种治疗焦虑性失眠的中药复方制剂（专

利号 ZL 2014 10114227.9），作为发明人和权利人。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相关论文 6 篇（详

见附件）。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

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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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排    名 1 法人代表 李艳娟 所在地 杭州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传    真 - 

联 系 人 刘健 办公电话 0571-85124613 移动电话 15968129892 

通讯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305号 

电子信箱 lj7073@126.com 邮政编码 310013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支撑作用情况（限 300 字）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项目“基于 HPA-Mo/Mφ 环路探讨酸枣仁汤联合栀子豉汤对焦虑

性失眠的临床疗效及作用机理”的完成过程给予了临床资料采集与相关检验的极大帮助，

后来又在该项目的推广应用过程中作为该项目的应用基地，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条

件，对本项目的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特别对本项目的应用推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声明： 

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严格按照《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的项目主要创新内

容、列入计数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

推荐项目中使用。如推荐项目发生争议，将积极配合工作，协助调查处理。如有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

相应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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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附 件 

 

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附件材料 

 

 

 

 

 

 

 

 

项目名称： 基于 HPA-Mo/Mφ 环路探讨加味酸枣仁汤对

焦虑性失眠的临床疗效及作用机理 

完成单位：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完成人员：张永华、胡霖霖、刘文娟、李梅、宋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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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附件必须与上传的电子材料完全一致！！ 
（1）科技成果登记证书 

（2）验收证书（验收证书中的验收意见、专家组名单即可） 

（3）推广应用情况和经济社会效益证明 

（4）知识产权证明 

（5）代表性论文专著 

（6）知情同意报奖证明 

（7）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含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8）公示证明 

（9）其他证明（查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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