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项目之八 
 

1.推荐奖种:医学科学技术奖 

2.项目名称: 儿童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性皮肤病的临床监测及治疗规范建立 

3.推荐单位或推荐科学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4.推荐意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从 1991 年开始对感染性皮肤病进行了

持续临床研究，对北京及周边地区儿童皮肤感染性皮肤病尤其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进行了连续的病原菌观察，明确了耐甲氧西林金葡菌（MRSA）的感染情况，为皮肤软

组织感染尤其是葡萄球菌烫伤样皮肤综合征的抗生素选择奠定了良好基础。近 10 年，

北京儿童医院救治葡萄球菌烫伤样皮肤综合征患儿超过千例，无一例死亡(该病国际

死亡率 3-5%)。从 1991 年至今，专业组保存皮肤来源金葡菌 5000 余株，是国内目

前此类菌最大的标本库。牵头在全国覆盖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全部

六个地区儿童医院进行“球菌感染性皮肤病病原菌的耐药监测研究”。明确了我国皮

肤软组织感染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葡菌和链球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及分子特征，

提供了球菌感染性皮肤病合理应用抗生素的科学依据，为我国制定预防皮肤软组织感

染的专家共识并在国内推广。 

5.项目简介：金黄色葡萄球菌尤其是社区相关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是引起皮肤软组织感染

（skin and soft tissue infections, SSTIs）的主要致病菌。MRSA 所致感 染与乙

型肝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已被公认为当今世界三大感染性疾病。为了有效阻止 

MRSA 的蔓延， 无论是卫生行政部门，还是医疗机构都在应用监测和监控等系列措施

加以控制。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监测网络主要针对于医院相关性 MRSA，对于社区相

关性 MRSA 的监测网尚不完善，只是局部地区散发的报告，且临床上针对于 SSTIs 的

治疗也是经验治疗居多，尚不规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从 1992 年开始对 SSTIs 来源的金葡菌

进行临床研究，项目组研究旨在建立儿童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性皮肤病的临 床监测

及治疗规范。 主要技术创新点及价值：1、2011 年牵头全国 23 所三级甲等医院建立

了皮肤来源的 MRSA 耐药监测网。2、建立国内最大的金葡菌菌种库，至今超过五千余

株 。3、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十余项，发表中英文文章 50 余篇，其中 SCI18 篇，

IF共 64.45 分。4、主编中国第一部《儿童皮肤病彩色图谱》、中国第一部专科医师培

训教材《儿童皮肤病学》及《儿科疫苗学》。5、通过持续的耐药监测研究，明确了近

20年金葡菌耐药性的变迁及分子特征，为球菌感染性皮肤病合理应用抗生素提供了科



学依据。课题组负责人参与制定了《皮肤及软组织感染诊断和治疗共识》及《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2015 年版） 》，主笔《皮肤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抗菌药物

选择》，规范了球菌感染性皮肤病临床治疗。  

6.客观评价：本项目对感染性皮肤病进行了持续临床研究，对北京及周边地区儿

童皮肤感染性皮肤病尤其是 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进行了连续的病原菌观察，明确了

耐甲氧西林金葡菌（MRSA）的感染情况。首次联合全国 13 家三甲儿童医院，覆盖我

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全部六个地区，对儿童来源的致 SSTIs 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了耐药性及 MRSA 的分子特征分析，为临床选择合理而有效的治

疗方案提供依据。 

7.推广应用情况：本项目组建立了皮肤来源的 MRSA 耐药监测网。通过多年来、

多地区主办国内会议、学习班、基层巡讲及 接收进修医师等方式，尤其是开展多中

心研究项目，将制定的专家共识和经验成果推广应用，规范球菌感 染性皮肤病临床

治疗，提高广大皮肤专科医师及儿科同仁的诊治水平。  

8.知识产权证明目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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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完成人 姓名 马琳 职称 教授、主任医师 职务 科主任 

工作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完成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贡 献 

 

从事临床工作 30 年，在儿童皮肤感染性皮肤病及疑难危重症及整体

专业发展方向上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以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发表文章百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5 篇。主编中国第一部《儿

童皮肤病彩色图谱》，中国第一部专科医师培训教材《儿童皮肤病学》，

参加了 30 余部书的编写。近 10 年来，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北京市

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医管局国家教委公派出国留学基金、北京市优

秀人才基金、北京市教委中青年优秀教师培养基金、北京市卫生系统

高层次卫生技术人才培养计划（学科骨干）、北京市医管局“扬帆”

计划重点医学专业资助、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等科研经费近一千万

元。2013 年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第 2 完成人）。至今共培养硕士研究生 23 名，博士研究生 15 名。 

第 2 完成人 姓名 刘盈 职称 主治医师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完成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贡 献 

从事临床工作 10 余年，自 2004 年硕士研究生开始，专业方向即为儿

童感染性皮肤病病原菌的研究，主要是对皮肤软组织感染来源的金黄

色葡萄球菌进行了持续性监测，是项目组的学科骨干。作为项目负责

人，获得北京市医院管理局“青苗”计划专项经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及北京市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基金等项目等。2015

年获得第 23 届世界皮肤病大会优秀青年医师奖学金；2013 年作为第

五完成人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于

2008 年及 2012 年分别赴澳大利亚及瑞士进行学习交流，多次参与国

际会议并进行大会发言。近年来参与 10 部书的编写及翻译工作，发

表中英文文章 1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文章 4 篇。 

第 3 完成人 姓名 杨永弘 职称 教授、研究员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完成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贡 献 

负责指导科技骨干和研究生开展研究工作。参与、协调与国内外各

单位间的合作，撰写相关论文级课题总结。组织和参加了多次国内 

外学术会议，为推动项目顺利进行和获得国际发言权发挥了作用。 



第 4 完成人 姓名 杨舟 职称 主治医师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完成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贡 献 
自 2009 年读硕士以来，完成了部分临床标本的采集，病原菌培养、

鉴定及保存工作，部分菌株的耐药试验及分子生物学检测。 

第 5 完成人 姓名 孙娟 职称 主治医师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完成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贡 献 
自 2008 年读硕士以来，完成了部分临床标本的采集，病原菌培养、

鉴定及保存工作，部分菌株的耐药试验及分子生物学检测。 

第 6 完成人 姓名 郉嬛 职称 主任医师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完成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贡 献 
完成了部分临床标本的采集，病原菌培养、鉴定及保存工作，部分

菌株的耐药试验及分子生物学检测。 

第 7 完成人 姓名 李云珠 职称 主治医师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完成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贡献 

本人参与完成本科室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的实验部分相关工作，以及

标本处理及分子生物学实验工作。参与临床研究项目的病例标本 

采集及数据整理工作，完成部分菌株的耐药试验及分子生物学检测。 

第 8 完成人 姓名 徐哲 职称 副主任医师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完成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贡 献 

从事皮肤科工作 15 年来一直专注于儿童皮肤病的诊治研究，曾赴日

学习 1 年余，还曾赴美国范德堡大学进行 1 年的博士后研究。目前共

发表第一作者 SCI 论文 3 篇。在国外留学期间，申请人一直从事与儿

童皮肤病相关的科研工作，熟练掌握基因治疗及相关分子生物学的各

种技术。完成了部分临床标本的分子生物学检测。 

第 9 完成人 姓名 王珊 职称 住院医师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完成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贡 献 

自 2012年攻读博士学位以来，致力于特应性皮炎与金葡菌相关研究，

完成博士研究课题“肥大细胞在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 B 诱导的特

应性皮炎皮肤炎症反应中的作用”，并发表核心期刊文章 2 篇。近年

来致力于应用宏基因组学分析研究正常儿童及 AD患儿皮肤的微生态

菌群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