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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病协会布鲁氏菌病专业委员会简介
我国的布鲁氏菌病（布病）疫情经历了上

员的培训、提高防控专业水平和高层次专家队

世纪建国初期的高发时期，到八十年代得到有

伍建设等诸多方面，还存在有效系统管理的瓶

效控制，绝大部分省的人间发病率控制到 0.02/

颈，解决这些问题已是迫在眉睫。中国地方病

十万以下，家畜布鲁氏菌感染阳性率在 0.02%

协会布鲁氏菌病专业委员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以下，达到了卫生部和农业部的基本控制布鲁

下应运而生的。布鲁氏菌病专业委员会是中国

氏菌病的标准。但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

地方病协会的二级机构。本届专委会由 21 位委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腾飞，畜牧养殖业同时得

员和 2 位秘书组成（名单附后）。

到了迅猛发展，农牧养殖区域的逐年扩大和国

本届专委会的任务是：协调各级疾病控制

家畜牧经济转型以及交通运输条件更加便利等

机构、临床医疗单位、研究开发部门、动物疫

因素，为疫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致使感染布

情控制机构以及相关企业的各方力量，整合成

鲁氏菌的家畜传染源逐步增多，造成了布病疫

系统的布病防治专家队伍。共同为我国的布病

情的不断扩大。

防治工作做出努力。

根据 2013 年疫情报告，全国所有报告疫情

布病专业委员会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

的省级单位均有新发的布病病例报告。与 1993

跨行业的多部门共同协作的平台。在这个平台

年相比，报告发病率增加了 157 倍。多年来，

上，通过各部门合作，可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我国布病的流行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和

的学术交流，开展科研课题的技术转化，组织

西北地区。但是，近年来新发病例报告显示，

各级医院、疾病控制和动物疫病控制专业人员

以往鲜有布病病例报告的我国南方各省，不仅

的防治技术培训，协调多部门共同开展布病课

有与北方相同的羊种布氏菌病人，还有因牛种、

题的申报和科研活动，开展国际交流与技术合

猪种布氏菌引起不同临床表现的病人，致使布

作等活动。总之，布鲁氏菌病专委会的成立将

鲁氏菌病疫情更加复杂化。不断扩大的疫情不

会有力地促进我国布病防治工作迈上一个新的

仅给患者带来身心痛苦和家庭经济负担，同时

台阶，为早日控制我国的布病疫情做出应有的

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贡献。

面对愈演愈烈的布病疫情，在专业防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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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病协会布鲁氏菌病专业委员会第一届成员名单
主任委员
崔步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布病室

主任

研究员

副主任委员
王大力

鼠疫布鲁氏菌病预防控制基地

副所长

主任医师

范蒙光

内蒙古地方病防治研究中心

书记

主任医师

委员
殷文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
自然疫源性疾病办公室

室主任

李福兴

黑龙江省农垦局总医院布病科

主任医师

徐卫民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防治所

所长

主任医师

米景川

内蒙古地方病防治研究中心布鲁氏菌病科

科长

主任医师

杨

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所长

主任医师

刘晓丽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所长

主任医师

徐丽青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布鲁氏菌病科

科长

主任医师

毛玲玲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感染与传染病防制所

副所长 副主任医师

杨向东

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人兽共患病防治科

科长

主任医师

木合塔尔 新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布病防治科

科长

副研究员

寇增强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细菌所

副所长 副主任医师

范伟兴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人兽共患病监测室 室主任

吴清民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室主任 教授

辛智利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

院长

陈

海

海南省三亚市人民医院

室主任 主任技师

刘

明

北京庄笛浩禾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研究员

张俊卿

深圳市科润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高级工程师

姜

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布病室

副研究员

李兰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布病室

副研究员

岩

研究员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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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专业委员会成功举办布病防治检测新技术培训班
和病例管理治疗等诸
多方面内容。培训方式
是理论学习与现场观
摩实习，按实验需求授
课，将讲授与讨论相结
合，把理论课堂与现场
的疫情管控相结合。培
训目标力争让每一位
学员能处理布病疫情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或
有效地开展布病的血
清学和病原学实验工

由中国地方病协会布鲁氏菌病专业委员
会主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作，让每一种实验方法都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承办

学员参加培训热情高涨，预期培训 80 人，实际

的全国布鲁氏菌病防治检测技术培训班于

参加培训为 94 人。学员们按时听课，积极参加

2014 年 7 月 27 日圆满结束。来自中国疾病预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等

防控制中心和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市、区的

地的现场观摩。

共 94 名学员和 19 位从事布病相关工作的专家、

通过从事布病工作的专家、教授的讲课，

教授和技术人员在内蒙古共同完成了为期 6 天

广大学员加深加强了对布病疫情和布病在国内

的培训学习。这次培训也是中华医学会 2014

外的发展史的认识。通过南方与北方疫情特点

年 国 家 级 继 续 医学教育项
目，参加培训的学员同时获
得了国家疾控中心的国家级
Ⅰ类继续教育学分证书。
本次培训内容涉及人、
畜布鲁氏菌病的流行病学、
病原检测、诊断治疗和质量
控制、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安
全操作以及布病疫情控制、
布病的各级 CDC 的疫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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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学员深刻认识到在对待布病过程中防控

结合目前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需求，扩充知

并重的意义和必要性，并深切感受到现阶段预

识面，讲解了布鲁氏菌病实验操作和疫情处理

防控制布病疫情的紧迫性。本次培训将理论与

的生物安全风险评估以及生物安全实验室主要

实践密切结合，培训班课程设置在布病疫区的

仪器设备的正确使用和安全操作，解决了近年

CDC 和诊治布病病人医院，现场学习临床医生

布病实验室工作中遇到的生物安全问题。按照

诊治病人的过程，学习基层 CDC 专业人员的疫

培训计划和相关要求，在培训结束后，进行了

情处理和病例的管理。通过培训，强化了学员

书面考核，全体学员基本掌握了理论知识和实

生物安全意识，在讲授必要知识与技能的同时，

验技能，达到了预期目标。

专家风采
国实验室认证（CNAS）评审员、中华医
学会和中国预防医学会主办的相关杂志
的编委、审稿人。
崔步云所带领的布鲁氏菌病研究团
队传承了“国家布防队”的优良传统，
与全国各级布病防治力量合作开展相关
研究和疫情控制，拥有生物安全三级实
验室，并建立了国家布鲁氏菌菌种资源
信息中心，是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
实验室。
研究方向：1、全国布鲁氏菌病疫情
的分析、研究；预防策略的制定、实施；
干预措施的研究。2、布鲁氏菌病的快速
崔步云，研究员，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

实验诊断技术的研究。3、布鲁氏菌微生

导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

态进化遗传学研究；进化与宿主适应性、疫源

所布鲁氏菌病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

地分布关系，基因组多态性分析基因分型技术

医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地方病协会理事、中国

研究。4、布鲁氏菌全基因组测序毒力、致病性、

地方病协会布鲁氏菌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药物敏感性基因组研究。5、布氏菌细菌鉴定分

中国预防医学会人兽共患病委员会委员、中国

型新技术研究。6、布鲁氏菌菌株生物资源库，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生物安全督导员、中

核酸资源库，蛋白质资源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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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承担主要课题：

5、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传染病检测技术

1、973 计划：三种人兽共患胞内寄生菌病
原生态学与流行规律研究

化研究

趋势预测与防控技术研究
近年在国内外杂志发表布病防治主要专业

志性抗原研究
4、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传染病诊断试剂产
品化布氏菌 Rreal-time PCR 诊断试剂产品化

6

流行病学特征研究
7、自然基金：青海省三江源地区布病流行

3、863 计划：布鲁氏菌病快速诊断技术标

传真：010-62361916

研究-传染病病原体诊断和组合检测技术研制
6、自然基金：中国羊种布氏菌遗传与分子

2、973 计划：重要人兽共患病致病菌微进

中国地方病协会

2014 年 8 月

论文 100 多篇，编撰学术书籍、教材 10 余本，
培养研究生 20 名。

地址：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新康街 2 号
邮箱：ceds@sina.com

邮编：100088

电话：010-62389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