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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食品

伙伴网合作举办的第十届 “食品微生物

检测与控制技术”交流会于 2020 年 8 月

5 日 -7 日在上海成功召开。除仍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的少部分省市地区外，汇聚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食品检测机构、食品生

产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微生物检

测试剂和设备生产企业的 400 余名参会代

表，通过专题演讲、嘉宾访谈、线上直播

的新媒体形式就食品微生物检测与控制技

术开展了广泛深入交流。

会议邀请了来自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系统、海关技

术中心、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及企业 20 位

专家，在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修订、微生物

检测新方法与产品应用、实验室认证认可

与质量控制等方面作了 20 场专题报告，

会议特别特邀了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专业委员

第十届“食品微生物检测与控制技术”交流会
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

会主任委员、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微生物

流行病研究所杨瑞馥研究员为本届大会作

了 “食源性致病微生物快速检测技术发

展趋势及研究进展” 专题报告，会议选

择了 10 场专题报告在网上进行了同步直

播。会议还对往届交流会进行了回顾与总

结，并向为历届交流会做出贡献的演讲嘉

宾、参会代表及企业颁发了优秀讲师、忠

实参与者等奖项作为纪念、鼓励和答谢，

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与其他机构合作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全

国食品微生物检测与控制技术交流会已成

为目前国内规模较大、最具影响力的技术

交流开放型平台之一，中国微生物学会分

析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通过举办专业学术

交流活动服务于社会，为保障我国食品安

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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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4-7 日，中国微生物学会

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海花研究

员，与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

团员一行 7 人，利用周末时间应邀来到河

南省焦作市博爱县开展科普巡讲。杨海花

研究员为秀珠小学、勤奋小学和柏山中学

的 1430 名同学做了 3 场微生物主题的科

2020 年 9 月 17 日，杨海花研究员应

邀来到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为初一和

初二的 31 名生物专长班的同学们做了开

学第一课——微生物主题的科普讲座。微

生物科学知识，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微

2020 年 9 月中国科协开展了本年度

的全国科普日、科普周活动，浙江省金华

市科协响应中国科协的部署组织了系列科

普活动。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10 名团员于 9 月 19-26 日，参加了该市的

科普周活动，为全市做了 100场科普讲座。

杨海花研究员随团来到金华市浦江县为中

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周末科普讲堂顺利完成

陈经纶中学分校开学第一课

浙江金华科普周

科普工作

普讲座，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在互

动环节中，同学们在老师的启发下不再拘

谨，大胆提问，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信息，

开阔了科学视野。杨海花研究员为表现优

秀的同学颁发了中国微生物学会纪念笔和

中国科学院院徽。

生物与环境，这些知识在同学们的脑海里

激起了一个个浪花，激发了孩子们学科学、

爱科学的兴趣。杨海花研究员为互动环节

表现突出的同学颁发了中国微生物学会纪

念笔和中国科学院院徽。

小学做了微生物主题的 10 场科普讲座，

直接听众 1770 余人，视频同步收看的师

生 3800 余人次。浙江省金华市各级科协

对科普活动非常重视，各级科协领导负责

专家的接送，全程聆听各场讲座，带动了

各个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也到场聆听专家的

科普报告，体现出金华市浦江县科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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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月 19 日第三个“中国医师节”

到来之际，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

发布 2020 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向

参与疫情防控的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致以

崇高敬意。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徐建

国院士获得 2020 年“最美医生”称号和

“最美医生”荣誉证书。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中，徐建国院士等广大医疗卫生工作

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

微生物学会共同主办的全英文的学术期

刊《中国病毒学》（英文刊）Virologica 

Sinica， 被 SCIE，PubMed/Medline，

Scopus，CSCD，CDTPCD 等 国 内 外 权

威检索机构收录。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了 2019 年度的全球期刊引

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Virologica Sinica 最新影响因子突破 3, 达

祝贺徐建国院士获 2020 年“最美医生”称号

Virologica Sinica 影响因子上升

喜  讯

尊师重教的理念落地生根。每场科普讲座

都给同学们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新的理念，

在课后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思考和提问，

让科学知识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和拓展。

者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全心全意投

入防控救治，用血肉之躯构筑起阻击病毒

的钢铁长城。CCTV-1首发了“最美医生”

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生动讲述了他们的

从医之路，是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的崇高精神。

到 3.242；在 SCI 收录的全球 37 种病毒学

期刊中排名第 16 位，升至病毒学领域 Q2

区。期刊连续七年（2013—2019年）荣获“中

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该刊报道

病毒学及分支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内容

涉及新病毒发现，病毒致病机理、病毒 -

宿主相互作用、疫苗开发、抗病毒药物和

疗法、病毒相关生物技术等多个生物医学

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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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祚（1917.10-2015.2）, 男，江苏

盐城人，原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四川省微生物学会

首任理事长，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委员、

卫生部新药评审委员会细菌、毒素和血清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廷祚1943年毕业国立上海医学院，

毕业后在重庆中央医院内科做住院医生，

1945 年转到昆明中央防疫处从事生物制

品研制工作。1946 年他考取国民政府公

费留学生，1947 年 7 月赴丹麦，在该国

血清研究所进修两年。他从临床检验开始，

系统学习了抗毒素精制、细菌血清学分型

等技术。

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廷祚接受东北人

民政府的邀请，在沈其震和魏曦的安排下，

于 1 9 4 9 年 1 0 月动身回国，1950 年 1 月

到达大连，在大连卫生研究所 ( 大连生物

制品研究所前身 ) 工作，先后担任检定科

长、生产科长、一级研究员，并被国家卫

生部任命为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总技师。

1954 年陈廷祚奉命到成都筹建成都生物

制品研究所，1956 年大连生物制品研究

所奉命撤销，1957 年陈廷祚随大连生物

葛永红

国药中生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为生物制品事业奉献一生的微生物学家——陈廷祚

★ 中国微生物学界前辈事迹报告

2020 学术年会特邀报告

制品研究所主体部分转入成都生物制品研

究所工作，1992 年离休。

陈廷祚研究员终生致力于祖国生物制

品事业发展。建国初期，陈廷祚作为大连

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生产科长，负责大量

抗毒素、类毒素 ( 白喉、破伤风和 4 种气

性坏疽等 ) 以及制作鼠疫活菌苗、痢疾噬

菌体、斑疹伤寒疫苗等生产，同时参与了

由魏曦领导的钩端螺旋体研究室的部分工

作，在钩体血清学分群分型，以及因子血

清制造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1958 年

发现了钩端螺旋体中一个新的血清型，命

名为“赖株”。1987 年 9 月 11 日，阿姆

斯特丹 WHO/FAO 钩端螺旋体病参考和研

究合作中心主任W. J. Terpstra致函陈廷祚，

确认该菌株为一个新发现的血清型，并作

为参考菌株收藏。2003 年 4 月，中国科

学院上海南方人类基因中心对钩体菌株进

行了全基因测序，所选用的测序对象正是

赖株。

1964 年，陈廷祚联合牵头主持全国

5 个生物制品研究所联合组成攻关组，以

人胎盘为原料研制出新一代钩体菌苗，克

服了原有兔血清制造的菌苗造成的过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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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以来发生 4 次大规模的由新

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新发（人、畜）传染

病，其中包括 2002-2003 年暴发于我国

广东、随后传播到全球 30 个国家和地区

石正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研究所

从 SARS, MERS, SADS 到 COVID-19: 
带您了解蝙蝠冠状病毒

★ 特邀学术报告

应，此项成果在 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

奖。他率领团队研制成功抗绿脓杆菌冻干

血浆，获得 1984 年卫生部甲级科技成果

奖。在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协作

下，该实验室完成的“绿脓杆菌医院感染

菌型调查方法的建立和应用”课题于 1989

年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他还和华西

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合作，研究过变异链球

菌 (Streptococcus mutans) 的血清学分型，

于 1990 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此

外，陈廷祚在防治伤寒菌 ((Ty21a活菌苗 )、

痢疾菌 ( 噬菌体干品 )、破伤风 ( 毒素、

类毒素 ) 等免疫制剂的试制、各种抗毒素

制剂标准化等方面都进行过大量工作。

1992 年陈廷祚离休之后，多次撰文阐

述与宣传微生态制剂的功效，对国内有关

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应聘担

任沈阳协合药业集团首席科技顾问，指导

该集团首次采用金色葡萄球菌代谢产物制

成的超抗原制剂——“高聚生”， 1996

年被卫生部批准为我国第一类生物制品用

于临床治疗。本报告将从刻苦求学不断进

步、献身生物制品事业、突破性科研成果、

使命的延续等角度介绍陈廷祚先生的事

迹。

报告人简介

葛永红，男，1966 年 10 月生，研究员。现任国药中生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1988 年加入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疫苗和基因

工程治疗性制品的研究开发。主持开发出“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注射液”产品，

主导乙脑减毒活疫苗成为中国首个通过 WHO 预认证的疫苗产品。

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2012 年 暴 发 的 中

东 呼 吸 综 合 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2016-2017 暴发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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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广东的猪急性腹泻综合征（swine acute 

diarrhea syndrome, SADS） 和 2010-2020

暴发于我国武汉、随后在全球 200 多个

国家流行的 2019 冠状病毒疾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2019）。 造 成

这 4 次疾病的病原分别被命名为 SARS

冠 状 病 毒（SARS-CoV）、MERS 冠 状

病 毒（MERS-CoV）、SADS 冠 状 病

毒（SADS-CoV） 和 SARS 冠 状 病 毒 2

（SARS-CoV-2）。分类学上，这 4 个冠

状病毒均属于冠状病毒科冠状病毒亚科，

其 中 SARS-CoV、MERS-CoV 和 SARS-

CoV-2 属于 Beta 冠状病毒属，SADS-CoV

属 于 alpha 冠 状 病 毒 属。SARS-CoV 和

SARS-CoV-2 同属于 SARS 相关冠状病毒

（SARS-related coronavirus, SARSr-CoV）

种，虽然二者的基因组核苷酸序列相似性

不到 80%。进化分析显示，上述 4 株冠

状病毒的最初来源均起源于不同种类的蝙

蝠。在本报告中，我将向大家汇报以下几

个方面的内容：

1. 新冠肺炎病原学鉴定。基于前期在

冠状病毒研究方面的积累，我们在最短的

时间内从核酸检测、血清学诊断、基因组

分析、病原分离和动物感染实验等方面全

链条证实了一株新型冠状病毒引起 2019

新冠肺炎的暴发，同时证实 ACE2 是新冠

病毒主要受体，推测新冠病毒可能的蝙蝠

起源。

2.SARS 相关病毒在蝙蝠种群中的地

理分布和遗传进化。我们 15 年的研究发

现蝙蝠 SARS 相关病毒集中在菊头蝠科的

成员，分布范围广，基因组遗传多样，

主要变化在负责病毒入侵的刺突囊膜蛋

白基因和辅助蛋白基因。我们从受体利

用的角度证实有些蝙蝠 SARS 相关病毒

利用 SARS-CoV 和 SARS-CoV-2 相同受

体 ACE2。在中菊头蝠和穿山甲分别发现

与 SARS-CoV-2 有亲缘关系的 SARS 样冠

状病毒，说明在野生动物中存在 SARS-

CoV-2 的祖先病毒，蝙蝠可能是这种病毒

的自然宿主。

3. 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跨种感染风

险研究。我们分析了蝙蝠 SARS 相关病毒

囊膜刺突蛋白与蝙蝠 ACE2 相互作用关键

位点的多样性和共进化规律，发现一些

蝙蝠 SARS 相关冠状病毒与人 ACE2 有更

高的亲和力。人源 ACE2 小鼠感染实验也

证实这些蝙蝠 SARS 相关病毒可以有效在

动物体内增殖，但其致病性低于 SARS 和

SARS-CoV-2。上述结果提示这类病毒跨

种感染的风险，应加强这类冠状病毒在动

物和人间传播的早期监测和预警及其相关

的基础和预防技术的研究。

4. 蝙蝠冠状的多样性。除蝙蝠 SARS

相关病毒研究以外，我们还发现我国其

它蝙蝠冠状，包括 MERS 簇冠状病毒、

SADS 相关冠状病毒、HKU9 相关冠状病

毒等。从地理分布、遗传多样性、受体利

用和流行规律等方面推测这些病毒也有潜

在跨种感染的风险，应列为人畜传染病预

防和控制研究重点关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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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进几十年新发传染的暴发和流

行，我们不难看出新发传染病的发生、发

展有其自然规律，均与人类活动的扩张有

关系。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

市化、全球贸易、集约化养殖等）使野生

动物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增加了

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传播到人类社会的机

会。人类需要做的事情是如何在发展的同

时关注整个生态健康的问题。

报告人简介

石正丽研究员分别在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及法国蒙彼利埃第二大

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0 年起受聘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2000 年起

任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高致病性病原及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新发

病毒病原学，主要包括分子流行病学、病毒的分离和鉴定、病毒的起源和进化、病毒的

检测技术和病毒跨种感染机理。她的主要学术贡献包括：1）分离和鉴定 2019 肺炎的病

原为一株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virus)，该病毒利用 SARS 病毒的同源受体 ACE2 入

侵细胞，与中菊头蝠来源的一株冠状病毒为 96.2% 核苷酸相似；2）鉴定一株造成 2016-

2017仔猪腹泻的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蝙蝠；3）证明菊头蝠是SARS冠状病毒自然宿主；4）

发现多种蝙蝠新病毒，包括丝状病毒、副粘病毒、腺病毒等病毒科的成员。迄今为止发

表论文 170 多篇， 包括在 Nature、Science 、Cell, Cell Host Microbe、PLoS Pathogens、

Journal of Virology 等国内外综合和专业刊物上作为通讯作者的文章，被 SCI 引用 4000 多

次。主持和承担国家 973专项课题、重大传染病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等。

2014-2019 年连续 6 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免疫学与微生物学）。2018 年获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2019 年入选美国微生物科学院 fellow。2017 年

起担任《中国病毒学》（英文版）主编。

在动、植物寄主和病原微生物的相互

作用过程中，识别“自我（self）”和“非

钱  韦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北京 100101，qianw@im.ac.cn

病原细菌细胞受体组氨酸激酶
感知寄主与环境的生物化学机制

我（non-self）”是决定寄主免疫亦或是

病原微生物致病的首要环节。自从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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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科学家在水稻、小鼠和果蝇中相继

发现了免疫识别受体，为认识真核生物细

胞的免疫识别机制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

在病原细菌如何识别动物寄主信号领域也

取得了重要的研究突破。然而，在细菌 -

植物相互作用领域，虽然已经在植物中发

现了包括 FLS2, EFR, LysM，LORE 等多

个能够识别病原细菌信号的受体，但病原

细菌如何利用受体来识别寄主植物信号及

重要环境因子的研究却很少。

细菌主要利用双组分信号转导系

统（two-component signal transduction 

system，TCS） 中 的 受 体 组 氨 酸 激 酶

（receptor histidine kinase, RHK）来进行

信号识别。典型的 TCS 由 1 个跨膜的

RHK和1个胞内的反应调节蛋白（response 

regulator, RR）组成，通过蛋白质磷酸化

方式进行信号跨膜传递。TCS 调控几乎所

有的细菌生理生化过程，包括毒力因子表

达、群体感应和细胞分裂等。在动物病原

细菌中，已经发现了数个识别寄主信号的

RHK，如 PhoQ（识别 Mg2+, Ca2+ 与抗

菌肽）、QseC（识别肾上腺素）、FusK（识

别肠道岩藻糖）和 PmrB（识别高铁浓度）

等。但在植物病原细菌中，虽早已发现多

个 RHK 基因调控致病过程，但这些 RHK

识别的寄主植物信号或相关环境刺激的生

物化学过程均为未知。同时，RHK 通过

蛋白磷酸化调控致病因子表达的研究也非

常薄弱。

近 10 年来，我们以十字花科蔬菜黑

腐病病原－野油菜黄单胞菌（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Xcc）作为主要

研究对象，探索细菌受体识别植物特异性

信号和相关环境因子的生物化学过程。

在前期完成 Xcc 致病力功能基因组分析

和 TCS 规模化突变分析的基础上，在植

物病原细菌寄主识别和跨界信号交流领域

做出了一系列科学发现：阐明了黄单胞菌

利用不同受体感知铁匮乏环境（VgrS）、

群体感应信号（RpfC）和渗透胁迫信号

（SreS）的生物化学过程；发现受控蛋白

水解（regulated proteolysis）和磷酸基团

竞争（phosphate sink）是控制 RHK 磷酸

化水平的新分子机制等。其中，发现黄单

胞菌利用 RHK PcrK 感知植物激素－细胞

分裂素是首次鉴定到植物激素的原核生物

受体，表明细胞分裂素在细菌－植物跨界

信号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功能。近期，我们

发现细菌受体组氨酸激酶 RavS 不但能够

结合和感知细胞第二信使 cyclic-di-GMP，

还发现 RavS 感知胞外氧化还原信号，从

而调控细菌从自由生存状态向毒力生存状

态进行转变。上述关于细菌 RHK 受体信

号感知的生物化学研究为理解病原感染和

适应过程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将 RHK

作为发展新型抗生素的分子靶标提供了必

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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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简介

钱韦，博士，46 岁，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植物基

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1994 年在云南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位，1997 年在云南

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2000 年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博士学

位。目前研究方向为细菌信号感知与信号转导。曾在植物病原细菌基因组学和细菌识别

寄主与环境信号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成果。率先发现病原细菌利用受体组氨酸激酶跨界

识别植物激素 - 细胞分裂素信号，发现细菌受体组氨酸激酶信号感应区受控水解的过程

和适应意义，阐明黄单胞菌识别群体感应信号 DSF 的生物化学近程。研究团队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Cell Reports, PLoS Pathogens, Genome Research, Genetics,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Phil Trans Soc B, Molecular Plant-Microbe Interactions 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目前担任中国植物病理学常务理事和全

国科学院联盟应用微生物领域分会理事长。担任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Frontiers in Plant-Microbe Interactions, Innovation, Stress Biology, Phytopathology Research，

《植物病理学报》、《生物工程学报》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中存

在大量难降解的有毒有害的有机污染物，

微生物分解代谢这些污染物的应用基础研

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与实践价值；葡萄糖通

过经典的生物学三羧酸（TCA）循环分解

代谢产生的 2- 羟基酸如乳酸、苹果酸、

戊二酸（三碳、四碳、五碳羟基酸）等的

进一步代谢机制的研究近年来也被科学家

重视，在生物学、医学和生物技术等领域

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许 平
上海交通大学 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pingxu@sjtu.edu.cn

微生物分解代谢小分子化合物的分子机制

上海交通大学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研究者在前期的基础和应用方面做了

一些有益的探索，我们以环境中的含硫、

含氮、和含氧有机杂环为模式化合物，进

行了深入的微生物分解代谢的基础研究和

应用探索；我们利用假单胞菌作为摸索生

物，也探索了微生物分解代谢小分子化合

物乳酸和戊二酸等的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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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平，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2008-），曾任山东大学教授（1998-2012），中科

院微生物研究所百人计划研究员（2005-2008）。研究领域为工业与环境微生物技术、微

生物代谢工程等。已经获得国内外发明专利 80 多项，多项重要成果已经实现或者正在

实施规模产业化；在领域有影响的刊物如 PNAS、Nat Commun、JACS、Angew Chem、

mBio、Trends Microbiol、Mol Microbiol、J Biol Chem、Metab Eng、Environ Sci Technol、

Environ Micriobiol 等发表论文 200 多篇，据 Google Scholar 检索（截止 2020 年 7 月），

论文引用超过 11000 次，H 影响因子 58，高被引学者。

人类口腔包含超过 700 种不同的微生

物物种，是人体五大菌库之一，也是“人

类微生物组计划”重点关注的人体部位（肠

道、口腔、皮肤、鼻腔以及泌尿生殖道）。

口腔微生物组的生态失衡不仅会诱发多种

口腔疾病，如龋病、牙髓根尖周病、牙周

病、智齿冠周炎、颌骨骨髓炎等，还与肿

瘤、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心血管疾

病、早产等疾病紧密相关，对人类健康影

响重大。

与人体其他部位比较，口腔微生物组

研究具有取样快捷、宿主反应表征方便、

干预手段直接有效等特点；同时，超过

65% 的口腔细菌类群已可培养，诸多代

表性菌株的全基因组信息已破译，用于验

证口腔微生物致病性的体外多重感染模型

及动物模型也相对成熟。因此口腔微生物

周学东

四川大学 华西口腔医学院

口腔微生物与全身健康

组在菌群内部调控网络及其与宿主互作机

制、局部感染对远隔器官的影响机制、以

及基于菌群的慢病早期预警等核心科学问

题上具备作为模式体系与技术示范的重要

优势。

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周学东

教授口腔微生物微生态研究团队是国内外

该领域研究的最强团队，长期围绕口腔感

染性疾病发病机制和临床新技术的研究方

向，以龋病、牙髓病及牙周病等口腔感染

性疾病为模型展开系统研究。在国家自然

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国家、部省级重点研

究课题资助下，建立了中国人口腔微生物

资源库（Int J Oral Sci, 2019），率先开展

口腔微生物与全身健康的系列研究，首次

发现口腔核心微生物由生理性组合变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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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组合是口腔感染性疾病的主要原因。

近期我们的研究发现主要有：

1、揭示牙周苦味受体介导宿主免疫

反应机制，提供“良药苦口”的科学依

据。首次发现牙周组织中存在孤化学感官

细胞，能够表达苦味受体，感知细菌代谢

产物并介导宿主固有免疫反应，从而参与

调控口腔菌群与宿主免疫间的平衡，影响

牙周炎的发生与发展。该研究揭示牙周苦

味受体介导宿主免疫反应机制，提供了

“良药苦口”的科学依据（Nat Commun, 

2019）。

2、揭示肠道菌群参与骨关节炎及牙

槽骨吸收的机制，并对辅助治疗方法进行

了探索。通过人群队列研究发现代谢综合

征相关性膝骨关节炎与普通膝骨关节炎

的肠道菌群组成存在差异，并利用无菌小

鼠以及粪便移植技术发现肠道菌群在代谢

综合征相关性膝骨关节炎发病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研究结果为揭示骨关节炎发

病机制提供了重要信息（Ann Rheum Dis, 

2019）。揭示肠道菌群参与调控雌激素缺

乏下牙周炎牙槽骨吸收的分子机制，并

对临床辅助治疗方法进行了初步探索（J 

Dent Res, 2019）。

3、发现口腔微生物的新型致病机制，

为口腔与全身慢性病的生态防治提供潜

在靶点。揭示变异链球菌的谷胱甘肽化

修饰蛋白谱，发现硫氧还蛋白对细菌氧化

应激的调控作用（PLOS Pathog, 2020）。

发现调控变异链球菌耐氟能力的新型转

录因子 FrtR 并揭示其调控机制（J Dent 

Res, 2020）。发现牙龈卟啉单胞菌支链

氨基酸合成途径可能是牙周炎与胰岛素

抵抗、2 型糖尿病间的重要关联（J Dent 

Res, 2019）。揭示了牙龈卟啉单胞菌促进

口腔鳞癌发展的机制，发现牙龈卟啉单

胞菌可以促进鳞癌免疫逃逸（J Immunol, 

2020）。

4、成功制备新型抗菌材料，为智能

牙科材料和抗菌植体材料的研发提供了新

的思路。制备 DMADDM 释放型钛植体材

料（Ti-PHD），发现其能够显著降低实验

动物植体周围感染并促进植体周围新骨的

形成，提示 Ti-PHD 在抗菌植体材料领域

具有临床应用转化的潜力（Acta Biomater, 

2020 ）。发现季铵盐类抗菌剂 DMADDM

能够通过抑制糖代谢诱导变异链球菌持留

菌的产生（Front Microbiol, 2020）。自主

设计新型 pH 敏感抗菌叔胺单体，发现叔

胺改性智能牙科粘接系统具有 pH 敏感的

长效防龋功能（J Dent Res, 2020）。

    我们团队将在前期系列研究的基础

上，进一步通过中国人口腔微生物组计划

（China human oral microbiome project，

CHOMP），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强

成果转化，开拓基于口腔菌群的口腔及全

身系统性疾病的个体化预防、诊断及治疗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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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东教授，1987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88 年赴丹麦奥尔胡

斯皇家牙学院学习。现任四川大学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华西口腔医学院

学术院长、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中

华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口腔医学会会长，国家卫健委口腔医学教材评审委员会主

任、国际牙医师学院中国区主席，四川省医药系统首席专家。

主要从事口腔感染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和临床新技术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重点

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国家、部省级重点研究课题 12 项。

建立中国人口腔微生物资源库，率先开展了口腔微生物与全身健康的系列研究，首次发

现口腔核心微生物由生理性组合变为病理性组合是口腔感染性疾病的主要原因。发表论

文 99篇，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8项。主编《中华口腔科学》《口腔微生物与感染》

《口腔微生物学与技术》《微生物与生物膜》《口腔生态学》《口腔微生物图谱》等专

著教材 17 部。主编《中国口腔医学年鉴》、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Science 和 Bone 

Research 英文学术期刊。先后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教学名师奖、中国医师奖、卫

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首届全国创先�优奖。




	2
	2020年第三期目录
	20120年第三期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