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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公示表 
 

项目名称 糖尿病精准管理及视网膜病变筛查平台的建立和推广应用 

拟提名奖项及
等级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主要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广州天鹏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职称、完成单
位、工作单位） 

1. 陈燕铭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副院长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完成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要贡献：作为项目负责人提出了本项研究的整体计划，主持了项目的总体 

实施，是本项研究的领导者和最主要贡献人，是代表性论文1、2、4和5的通讯作者，
以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4的著作权人。牵头制定和发布《糖尿病性网膜病变眼底照
相阅片中心建设规范》团体标准和阅片标准；搭建社区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组织
对基层医生进行糖尿病诊疗规范化培训，和患者教育；指导基层医生进行包括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在内的糖尿病并发症筛查及随访。 

2. 苏文如 

职称：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完成单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主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3 的共同通讯作者。主要发现齿龈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缺血性视网膜损伤以及眼免疫性疾病发病的机制，指导了本团队视网膜病变机制的
基础研究。 

3. 唐喜香 

职称：主治医师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完成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4 和 5 的共同第一作者。发现空腹血糖波动是 2 型糖
尿病患者长期左心室结构和功能改变的重要危险因素，和长期血糖波动促进冠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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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粥样硬化。参与管理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优化管理和视网膜病变的筛查。 

4. 张容瑜 

职称：首席卫生事务官 

工作单位：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主要贡献：对硬件技术的创新以及糖尿病社区互联网健康管理模式的创新的主
要研究者，是软件著作权6-8的主要开发者。主要贡献在于开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
查的创新性软、硬件，开展社区筛查服务和远程阅片服务体系。参与制定和发布《糖
尿病性网膜病变眼底照相阅片中心建设规范》团体标准和阅片标准。阅片首创以
ETDRS的定义级分级标准作为参考，根据患者病变程度不同及眼底影像采集方式进
行分级阅片。组织对眼底照片进行基于神经网络及深度学习的计算机训练、开发人
工智能阅片系统，对拍摄的眼底图像质量自动判别，以及对糖屎病视网膜病变预测。

5. 鲁岩 

职称：副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完成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要贡献：代表性论文 1 和 2 的共同通讯。发现肥胖导致肠道菌群渗漏，引起
MAIT 细胞激活促进 2 型糖尿病进展，以及揭示诱导型 T 细胞改善 1 型糖尿病发病
的分子机制。主要是研究糖尿病患病和进展的机制。 

6. 何志辉 

职称：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完成单位：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主要贡献：是软件著作权9和10的主要开发者。主要贡献在于开发基于临床科室
对患者的管理和跟踪随访系统，推进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及健康管理平台应用在
社区中的普及。其开发的基于临床科室对患者的管理和跟踪随访系统促进项目实现
糖尿病防治，协助上下级医疗机构对接，开展双向转诊转治和区域远程会诊，及开
展基层医生培训和患者教育。参与制定和发布《糖尿病性网膜病变眼底照相阅片中
心建设规范》团体标准和阅片标准。 

7. 蔡梦茵 

职称：科室主任，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完成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要贡献：主要负责所有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优化管理、参与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的分级阅片、指导基层医生进行视网膜病变筛查、追踪和随访。 



-  - - 3 -
 

8. 穆攀伟 

职称：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完成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要贡献：参与优化血糖管理和降低血管并发症风险的降糖方案、糖尿病和代
谢综合征新诊断指标，指导基层医生进行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在内的糖尿病并发
症筛查及随访。 

9. 胡细玲 

职称：护长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完成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要贡献：是软件著作权 5 的主要开发者。主要负责管理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
糖优化管理以及随访。 

10. 叶方全 

职称：工程师 

工作单位：广州天鹏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广州天鹏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贡献：是软件著作权 2-4 的主要开发者。主要是开发辅助糖尿病诊断、治疗
推荐和验证评价的软件，辅助基层医生对于糖尿病诊断和治疗。 

代表性论文 
专著目录 

论文1：Bacteroides ovatus-mediated CD27− MAIT cell activ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obesity-related T2D progression；Cellular & Molecular Immunology；（2022）19:791–804；
第一作者：李月，杨奕，王瑨，蔡培宏；通讯作者：鲁岩，陈燕铭 （影响因子：22.096）

论文2：Induced regulatory T cells suppress Tc1 cells through TGF-β signaling to 

ameliorate STZ-induced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Cellular & Molecular Immunology；
（2021）18:698–710；第一作者：周丽；通讯作者：陈燕铭，鲁岩（影响因子：22.096）

论文3：TNF-α stimulation enhances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gingival MSCs derived 

exosomes in retin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via the MEG3/miR-21a-5p axis；
Biomaterials（2022）284:121484；第一作者：虞子钰；通讯作者：朱颖婷；苏文如，
卓业鸿（影响因子：15.304） 

论文 4：Visit-to-visit fasting plasma glucose variability i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for 

long-term changes in left cardiac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Cardiovascular Diabetology；（2019）16;18(1):50；第一作者：唐喜香，钟钧琳；通
讯作者：陈燕铭，李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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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5：Impact of long-term glucose variability on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pro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 2.3 year follow-up study；Cardiovascular Diabetology；
（2020）25;19(1):146；第一作者：李苏华，唐喜香，罗艳婷；通讯作者：陈燕铭，
刘金来 

知识产权名称 

1. 行业规范；“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照相阅片中心建设规范”（编号：T/GZYX 

001-2019）；主要起草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陈燕铭，何志辉，张容瑜，马淑
雯；发布时间：2019-08-29；实施时间：2019-09-29。 

2.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糖尿病智能辅助诊断系统”（软件登记号：2021SR1225906；
著作权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州天鹏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3.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糖尿病智能治疗推荐系统”（软件登记号：2021SR1225905；
著作权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州天鹏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4.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糖尿病验证评价系统”（软件登记号：2021SR1225900；著
作权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州天鹏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5.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智能化基础胰岛素剂量调整系统 V1.0”（软件登记号：
2022SR0393977；著作权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6.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云康在线质控管理系统 V1.0”（软件登记号：2017SR152637；
著作权人：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7.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糖尿病眼底病变防治系统[简称：MedLinkprofessional]V1.5”

（软件登记号：2017SR152644；著作权人：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8.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眼底拍照影响传输系统[简称：影响传输系统]V1.0”（软件
登记号：2019SR1419162；著作权人：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9.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基于临床科室对患者的管理和跟踪随访系统（ISO 版）[简
称：虚拟医生助手（ISO 版）]V3.2.9”（软件登记号：2018SR373834；著作权人：
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广州薏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基于临床科室对患者的管理和跟踪随访系统（Android 版）
[简称：虚拟医生助手（Android 版）]V3.2.9”（软件登记号：2018SR493529；著
作权人：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广州薏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