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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上海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病学国际论坛”进展报告 

4
th

CCCMID 精华荟萃 

一年一度的“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病学国际论坛”(CCCMID)于今年 9 月 22

至 24 日如期在上海召开。各方大咖云集，切磋砥砺，与会基础研究专家、临床

医生、临床微生物专家、感控专家报告的最新进展和思想在此碰撞，会议亮点迸

发。 

一、 微生物研究前沿进展： 

会议第一天最为引人关注的大师论坛， 赵国屏院士做了“演变中的传染病

和传染病研究体系的演变”的报告，对于人类与传染病博弈中防控、治疗、研究

三剑客的协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特别是从我国在 SARS 与 H7N9防控历程中

新技术的引用、分子溯源、大数据采用等方面的演变，可以看出当前传染病防治

格局已经出现了大的改变，防治更精准，溯源更快更明确。邓子新院士做了“机

理驱动的抗生素老药的改造和创造”，直指我国抗菌药物研发的前景与曙光，我

国抗菌药物研发的下一步将逐步脱离单纯的仿造，而是更多地才要改造和创新，

我国自主产权的抗菌药物新药终将会走上轨道。邵峰院士关于“焦亡”为核心的

细胞炎症反应模式，解开了感染与炎症以及肿瘤的新型免疫学生理机制，将来针

对焦亡为靶向的新型治疗方法有望在感染以及肿瘤方面获得新的突破。 

二、 病毒性疾病研究前沿：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卢洪洲教授就“流感与禽流感研究进展”专题阐述

了近年来我国禽流感演变的特点以及当前诊疗要点，指出分子诊断是早诊的关键

手段，在此基础上的早期给予抗病毒治疗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上海华山医院张

文宏教授“中国丙肝的现状及挑战”的讲演中指出小分子直接作用药物（DAA）

将带来我国丙型肝炎治疗格局的巨大变化。今后基于病毒载量与基因型的个体化

治疗与药物以及诊断的可及性以及可支付性之间的矛盾将深刻地影响到我国丙

型肝炎的治疗结局。来自解放军空军医学院唐都医院的连建奇教授则进一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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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 应用带来的耐药突

变等临床热点问题展开

了系统的讨论。 

除常见的丙型肝炎、

乙型肝炎和流感等病毒

病外，EB 病毒感染是最

具临床特殊性的病毒病。

我们所常见的传染性单

核细胞增多症外，EB 病

毒感染在临床上存在急

性感染、慢性活动性感

染、潜伏感染以及 EB病

毒感染相关性肿瘤等非

常复杂的疾病谱。复旦

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分

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

重点室蔡启良教授就恶

性淋巴瘤与 EB病毒感染

的相关性及其发病机制

进行了深入的阐述。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

童医院北京市儿科研究

所谢正德教授则对如何

对 EB病毒感染进行精准

的诊断做了精彩的叙述。 

三、被忽略的感染

性疾病： 

上海市同济大学肺

科医院沙巍教授就 NTM

引起的肺部疾病诊治进

展给与会专家带来别开

生面的认识。这一被忽

略的分支杆菌病在临床

上常常被误诊，需要有

效的菌种鉴定后给予针

对性的治疗方案，不同

的 NTM 病诊疗方案可能

差异巨大，需要给予精

准的个体化治疗。 

梅毒是我国发病率

极高的传染性疾病，但

是在临床上长期被忽视。往往是在累及脏器功能的

晚期梅毒还未能被诊断。如何合理应用初筛检测方

法和确认试验是临床必需掌握的临床微生物知识。

来自上海市皮肤病中心的周平玉教授对梅毒的诊治

展开了别开生面的论述，再次呼吁对这一常被忽略

的常见病作出及时的诊断。 

寄生虫疾病是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相关工作的

广泛展开，输入性寄生虫疾病显著增加，而备受关

注。复旦大学程训佳教授就如何成功诊断寄生虫感

染进行了系统的技术介绍，参会者对于如何掌握这

些少见疾病的诊断技能受益良多。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王新宇教授则用一个近期发生的锥虫病案例

对非洲锥虫病诊治进展做了全面的介绍，涉及临床

与疾控的合作，国内与国际的合作网络建设等，对

于建立我国的一带一路相关少见输入性传染病合作

体系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四、耐药菌感染是永恒的主题： 

 耐药菌感染是当前感染领域的热点与难点。而碳

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感染则是难点中的难点。

当前死于多耐药、泛耐药以及全耐药的病人不在少

数。针对这些超级细菌感染的疾病特征，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俞云松教授全面阐述了在当

前药物可及性不够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合理用药，

通过不同药物的组合以及药物剂量的调整来达到疗

效的最大化。更为重要的则是为防止过度应用抗菌

药物导致耐药菌进化和传播的风险，临床合理管控

抗菌药物的使用已经迫在眉睫。 

除此之外，耐药结核病也是耐药菌感染的特殊

和重要问题。此次会议上，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胸科医院的唐神结教授对耐药结核的最新诊断

进展与治疗做了系统的阐述，尤其对于如何应用最

新的诊断技术进行耐药结核病的精准诊断，并进而

启用个体化的耐多药治疗方案以大幅度提高我国耐

多药结核病的治疗效果。来自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室高谦教授则认

为当前我国耐药结核病的核心问题乃是传播性耐药，

他应用最新的分子流行病学方法，在柳叶刀感染病

分册发表了重要的研究结果，提示我国必须加强对

传播性耐多药结核病的管控。 

五、临床微生物与感染专家对于未来诊断技术

的大讨论： 



会议最后的一个环

节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儿童医学中心的曹清教

授，北京协和医院的关

鸿志教授，上海交通大

学仁济医院李敏教授与

杨启文教授，东方医院

吴文娟教授，以及上海

交通大学瑞金医院倪语

星教授、瞿洪平教授与

上海复旦大学儿科医院

徐锦教授以及华山医院

张文宏教授，全面介绍

了包括二代测序、多重 PCR 技术等高通量检测方法

在诊断感染性疾病中的价值，对未来新技术的应用

展开了坦诚而富有成效的讨论，与会者获益良多。 

总之，每年一度的已经成为临床微生物专家与

感染病专家的一次盛宴，在这样的学术盛宴中我们

看到的是国际感染病学科的演变，以及疑难与重症

感染逐渐成为临床重要的挑战。在未来的学科发展

中，感染科医生需要应对感染性疾病谱演变带来的

挑战，应该加强临床微生物、感染控制以及各种临

床综合征感染问题处置的能力，争取与国际接轨，

推动学科的发展与感染科医生自身学术能力的提高。

（医学微生物学专委会张文宏供稿） 

“微生物组研究”学术会议顺利召开 

9 月 27 日，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生命科学学

会联盟主办、上海市微生物学会协办的“微生物组

研究”学术会议在上海科学会堂一号楼一楼枫丹白

露厅顺利举行。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

究员赵国屏院士、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蔡永莲副主

席、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上海市科协生

命科学学会联盟轮值主席卢大儒教授等专家领导出

席了此次会议，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

上海市微生物学会秘书长郭晓奎教授主持本次会议， 

赵国屏院士首先就微生物组和微生物系统组做

了评述报告，他提出了“微生物系统组”的概念，

即“所有”微生物个体以及各种微生物群体成员的

遗传信息及相关生物学结构功能的集合；对微生物

组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性的概括，并分析了该领

域目前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房静远教授、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所徐健研究员、上

海海洋大学国际海洋研究中心方家松教授、厦门大

学张锐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宁

康教授、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职晓阳研究员等从

微生物组研究的科学问题到微生物组研究手段和数

据处理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房静远教授关于“大肠癌临床诊治中的肠微生态”

报告介绍了其团队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对已行术后

化疗的 CRC患者的三个队列随访，利用 16s rDNA测

序检测复发与未复发组

患者的菌群差异，并利

用 qPCR进一步验证，采

用 ROC 曲线检验各因素

对预测结直肠癌复发的

敏感性及特异性，并根

据约登指数计算敏感性

及 特 异 性 最 佳 的

cut-off 值将部分队列

分为高风险组及低风险

组，验证 CRC 患者复发

的风险。之后使用 Fn感

染 CRC 细胞，通过免疫

印迹、共聚焦显微镜及

透射电镜观察自噬情况，

并分别加入奥沙利铂、

5-氟尿嘧啶和自噬抑制

剂氯喹后，通过细胞凋

亡及免疫印迹等方法检

测肠癌细胞的耐药情况。

结合 Fn感染的 CRC细胞

mRNA 芯片及不同 Fn 丰

度 的 CRC 组 织

microRNAs 芯片，再借助

qPCR 筛选出与 Fn 及自



噬相关的 microRNAs；利用 microRNA mimics、

inhibitor 及靶基因 siRNA 分别转染 Fn 感染的肠癌

细胞，检测各组细胞自噬情况及对化疗药物的效果

变化。随后构建裸鼠 CRC 移植瘤模型，进一步验证

移植瘤组织的自噬及凋亡情况。另外还利用 qPCR及

免疫组化检测人 CRC 组织中 Fn、目的 microRNAs 和

自噬靶基因的关系。证明了 CRC 细胞被 Fn 感染后，

激活 TLR/MYD88 信号通路，miR-18a*及 miR-4802表

达水平显著降低，进而其对应的靶基因 ULK1及 ATG7

上调，细胞的自噬水平升高，并对奥沙利铂和 5-氟

尿嘧啶产生抗药，且该抗药性依赖于细胞自噬水平

的增加。上述研究为今后临床上，以肠菌作为预测

化疗耐药与预后的标志物，甚至清除有害肠菌而改

善预后等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 

徐健研究员分享了其团队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展

示了基于口腔与皮肤微生物组的精准健康与疾病预

防，提出了“亚健康微生物组”的概念，即菌群处

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它与健康菌群和病

态菌群有结构或功能差异，并且若干特性已处于某

种失调状态；此外，还介绍了其团队开发的基于拉

曼组的细菌耐药性快检技术。 

方家松教授和张锐教授分别介绍了其研究团队

在深海微生物组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微生物在碳代

谢过程的作用。 

宁康教授介绍了微生物组学大数据研究的发展

现状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微生物组大数据的挖掘工

具和应用，以及现阶段微生物组学的研究进展、应

用、优势和瓶颈。尤其是针对 SysEcoKit 这一大型

集成化微生物组大数据研究平台的建设状况，将进

行详细的介绍。最后将会展望微生物组学大数据研

究的巨大价值和潜力。 

 职晓阳研究员介绍了““原核生物分子系统学图

书馆”——微生物组系统分类数据库”的主要功能，

包括：1. 建立典型微生物数据库，集成参考基因组、

16S rRNA、生理生化代谢、功能元件和代谢等数据，

形成以 COG 和通路为纽

带的典型微生物基因知

识高维矩阵；2. 部署微

生物系统进化和功能注

释的云计算环境，建立

面向微生物组表型与功

能注释的知识环境与工

作流；3. 实现微生物组

系统分类学工具包，提

供基因组拼接、比较、

分类和进化等典型公共

服务。平台的建设分为

三个阶段：1. 完成生效

描述属典型物种的数据

搜集与整合（包括属以

上分类单元，并搭建基

础系统框架）；2. 完成

生效描述种的数据搜集

与整合；3. 完成所有已

测基因组的非典型菌种

数据搜集与整合。该数

据库平台将为系统分类

学、基因组学、比较与

进化基因组学、微生物

组研究提供一个全面的

数据集成平台。 

此次“微生物组研究”

学术会议是上海市科协

生命科学学会联盟成立

后的第一次学术活动，

其圆满召开是联盟成立

的第一个成果，为今后

起到了示范作用。(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李婷华

供稿)

第四届临床微生物与感染病学国际论坛暨 

首届微生物耐药防控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在微生物耐药情况日益严重的形

势下，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国务院各

部委联合行动，共同应对人类-环境-

动物微生物耐药防控的难题。2017 年



9 月 22 日-24 日，由上海市微生物学

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医学微

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和微生物耐药防控

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临床

微生物与感染病学国际论坛暨首届微

生物耐药防控高峰论坛”在上海光大

国际大酒店成功召开。本届大会有 482

名代表参会，分别来自全国 20个省市。 

大会由上海市微生物学会秘书长

郭晓奎主持。倪语星、张文宏、李敏

三位大会主席分别致开幕辞。上海市

微生物学会理事长戚中田和上海市卫

计委药政处领导魏馨的开幕致辞引出

了本次学术会议的主题“三联行动、

抗击感染”。本次会议共设有六个主旨

报告，其中赵国屏院士、邓子新院士

和邵峰院士分别作“演变中的感染性

疾病”、“机理驱动的抗生素老药品质

的改造和创造”和“Pyroptosis（细

胞焦亡）：From innate immunity to 

cancer”的主旨发言。大会还设有三

大专题报告，分别是“特殊病原体感

染专题”、微生物耐药防控及治病专题

“、“新技术新策略专题”，共邀请了

42 位专家做了学术讲演和主持。内容

涵盖临床微生物基础研究、特殊病原

体感染、微生物耐药防控与致病以及

新技术应用和新策略等的专题。从常

规传统的涂片培养技术到最新的核酸

技术快速检测病原体以及全基因组测

序技术在临床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价

值和应用等，所检测的病原体亦涉及

病毒、细菌、真菌和分枝杆菌等，为

与会者奉上一道道精彩的学术大餐。  

百年树人，为培养从事临床微生物

和感染病诊治的青年后备人才，大会

特设青年论坛，为他们提供发言和交

流的平台。经大会学术委员会评审，

从 105 篇投稿文章中，最终选取 8 篇

青年优秀论文进入决赛阶段，角逐最

后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

奖 5 名。会议在老中青欢聚一堂的颁

奖典礼中落下帷幕。（临床微生物专委

会李敏供稿） 

上海市科协科技评价培训会在科学会堂举行 

2017年 6月 27日下午在科学会堂地热能厅召开上海市科协科技评价培训会。

会议邀请上海市科技评估中心顾问杜明老师和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秘书长

肖沪卫老师分别作了“科技评估工作介绍”和“科技查新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

的报告。科协系统各学会有近百人参与此次培训会。 

杜明老师首先从“科技评估发展概述”、“科技评估政策要点”及“科技评估

方法简介”三个方面，结合 PPT，详细阐述科技评估工作的整个流程。重点讲了

科技监督和评估，主要内容为⑴制定依据⑵适用范围⑶评估原则⑷职责分工⑸制

度建设⑹评估分类（事前评估、事中评估、事后绩效评估评价）⑺评估主体⑻评

估方法⑼评估程序⑽质量控制⑾结果运用⑿能力建设。最后杜老师以具体实例来

说明科技评估的重要性。 

接下来由肖沪卫老师从“科技评价的情报作用”、“科技评价的情报实践”及

“科技查新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作为课题，讲述科技评价的基础是信息，然后

将信息转化为情报（真实性、有用性、传递性）。接着肖老师又讲了科技评价最

常见的 7中形式，主要为“科技计划评价、科技项目评价、科技机构评价、科技



人才评价、科技政策评价、科技资源评价、科技能力评价”，其中科技项目评价

最为重要，肖老师用图表一一对应作了详细说明。怎样防止技术侵权、专利纠纷

肖老师举了现实生活中个案加以说明。最后肖老师指出：科技评价过程中应增强

情报意识，科技评价人员应掌握基本的检索分析技巧，发挥专业情报机构的作用。 

二位老师的演讲，使大家受益匪浅，对科技评价工作有了更深了解。（学会

办公室供稿）

《医学微生物学》教学研讨会召开 

    由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与墨尔本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和免疫

学系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复旦大学-墨尔本大学《医学微生物学》教学研讨会于

2017 年 7 月 10-14 日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病

原生物学系瞿涤教授、吴健教授与墨尔本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临床细菌学家

Roy Robins-Browne 教授共同主持。来自两校微生物感染与免疫专业教学骨干以

及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兄弟院校同行

近 6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基础医学院副院长程训佳教授、教学管理办公室主任刘晔老师出席并介绍了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学规模和概况、教学改革情况，包括：主干课程建设和教

材编写、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在本科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本科生科创和实

验活动的开展情况；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介绍了临床教

学的概况。 复旦大学重视基础与临床结合、开展床边教学、病例讨论以及全方

位的临床技能培训，所展示的教学的系统性、有效性、手段的多样化等都给墨尔

本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团队留下深刻的印象。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系、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计委重点实验

室主任袁正宏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近年来，我国在高等医学教育及医师培

养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新举措，包括医学教育认证制度、执业医师资格分阶段考试

实证研究、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制度、专科医师培训试点等。为一步提高医学教

育质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在构建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加强考试评价、

促进教师教学发展、改善临床技能教学环境等采取了很多措施，医学人才培养质

量不断提高， 但与国际一流医学院校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我们需要面向世界，

及时了解和把握世界医学教育发展方向，学习发达国家医学教育的好经验、好做

法，并结合国情和实际，转化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以促进医学教育的发展，提高

人才培养的质量。墨尔本大学医学院是世界著名的医学院，Doherty 研究所以诺

贝尔奖获得者 Peter Doherty 的名义成立，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系是它的重要组成

部分，重点研究抗感染免疫和微生物感染。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构建双方教

学合作交流平台，不断提升我系教师自身的综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特色的病原生物学及相关学科的教学体系。（复旦医学院瞿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