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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核酸疫苗学术研讨会（2013）会议通知 
4th Symposium on nucleic acid vaccines in China 

 
核酸疫苗（DNA Vaccine/RNA Vaccine）在动物疾病防治方面已经有成功先例，目前活跃的临床试验则在推动

核酸疫苗用于人类疾病的预防与治疗。根据中国期刊网数据库记录，目前全国从事核酸疫苗相关工作的科研单位已

有六百余家，且在中国、美国、欧洲和日韩均有正在进行的核酸疫苗相关临床实验和已发表的显著研究成果。这表

明我国和世界核酸疫苗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科学想法走向临床应用。 
为推动我国核酸疫苗的研究和应用，展示、交流近年来我国核酸疫苗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大会组委会受中国生

物工程学会、复旦大学及国际核酸疫苗协会委托，由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承办“第四

届全国核酸疫苗学术研讨会”。本次大会主题为“核酸疫苗，未来之路”。大会会务组欢迎并希望全国相关领域同行

参加，一起深入探讨核酸疫苗的理论基础、临床应用、构建策略、免疫流程及治疗效果、安全性、生产工艺及质量

标准等问题。 
此次为期三天的全国核酸疫苗学术研讨会，是国内核酸疫苗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以及产业开发的盛会，大会不

仅邀请到国内核酸疫苗研究方面知名专家，还邀请了资深药审专家和相关行业的知名人士为大会做精彩报告，也为

与会者提供一个核酸疫苗技术进展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大会会务组同时征集大会报告人，请将发言题目及摘要发至

会务组（SDVC2013@163.com），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15 日。 
 

大会主题报告嘉宾： 

           
闻玉梅        高福         田志刚       王佑春       卢山 

 

特邀专家（部分）： 

        

袁正宏    孙树汉     熊思东     金宁一    陈化兰     陈则      周保罗    陈连勇       

          

徐建青    陈光明     徐晓宁     孔维     李忠明     汪萱怡     陆蒙吉   De-chu C.Tang 

 

mailto:SDVC2013@163.com
http://www.emi2012.org/editorial-board/editor-in-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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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题： 
 

 
 
 
 
会议时间：2013 年 4 月 22 日-24 日 
会议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 131 号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复旦大学枫林校区） 

明道楼一层国际报告厅  
会议注册： 
2013 年 4 月 21 日 14:00 – 17:00，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明道楼（IBS）一层大厅;  
2013 年 4 月 22 日 8:30–12:30，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明道楼（IBS）一层大厅。 
注册联系人: 周娴（Tel：021-54237236  Mobile：18818209815 ），于文聪（Mobile：13917643337） 

大会论文及演讲提交： 
会议摘要：中文或英文；大会报告：中文。摘要截止日期：2013 年 4 月 15 日 
大会演讲报名者，请将演讲内容摘要发至大会邮箱或电话详述，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4 月 15 日。 
将摘要发送到：SDVC2013@163.com 
 
会议注册费： 

大会代表 收费标准（人民币） 
正式代表 1000 元/人（可免费带两名学生参会） 
学生 300 元/人 

会费汇款至：复旦大学，076415-4291317800，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徐汇支行。 
请务必注明：第四届全国核酸疫苗学术研讨会    
注册现场现金缴费（注：4 月 24 日领取发票，也可邮寄）   

注：学生代表报道时请向工作人员出示学生证。 
会议住宿（费用自理）： 
青松城大酒店：480 元/天；青松城南楼：200 元/天。 

会务联系方式： 

会务邮箱：SDVC2013@163.com    联系电话：(+86)21-5423-7236    
传真号码：(+86) 21-5423-7078 
联系人: 周娴（Email：zhouxian1024@yahoo.cn   Mobile：18818209815 ） 
秘书长：王宪政（Email：larfking@gmail.com  Mobile：13816323735）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 131 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治道楼 409 邮编：200032 
会议网站：http://www.bioevent.cn/meetinghome.asp?id=6983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席：王宾 
副主席：孙树汉、汪萱怡、陈则、熊思东、金宁一、陈化兰 
秘书长：王宪政 

主办方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复旦大学 
国际核酸疫苗协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DNA Vaccines) 

◎ 核酸疫苗回顾与展望 
◎ 感染性疾病与核酸疫苗 
◎ 免疫耐受及核酸疫苗 
◎ 核酸疫苗机理新进展 

◎ 抗肿瘤及治疗性核酸疫苗 
◎ 核酸疫苗工艺及中式 
◎ 核酸疫苗新技术 

承办方 
上海生物工程学会 
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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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备注

7:30 注册
9:00—9:15 开幕式 王宾
9:15—9:30 领导致辞 于康震
9：30—9:45 袁正宏
9:45-10:00 张宏翔
10:00-10:30 照相、茶歇

10:30-11:00 治疗性疫苗前景 闻玉梅 主题演讲

11:00-11:30
DNA vaccınes: 20 years later for real

human vaccine development
卢山

11:30-12:00 新型RNA疫苗及新策略 徐晓宁

1:30-1:55 核酸疫苗与急性传染性疾病 陈化兰 主题演讲
1:55-2:20 流感病毒核酸疫苗研究 陈则

2:20-2:45
H1、H3亚型流感病毒多表位核酸疫苗构建及实

验免疫研究
鲁会军

2:45—3:10 结核病治疗性DNA疫苗的药效和安全性评估 吴雪琼

3:10-3:30 茶歇

3:30-3:55
HIV-1 virus-like particles produced by stably
transfected Drosophila S2 cells as a vaccine

component in heterologous prime boost
周保罗

3:55-4:20

Non-replicating adenovirus particle as a tool
for conferring rapid-sustained-broad

protection against viral and bacterial
infections

De-chu
C.Tang

4:20-4:45 增强DNA疫苗免疫反应的微纳米载体 孔维

4:45-5:10
JEV候选核酸疫苗pCAG-JME交叉保护

DENV感染的研究
安静

8:30-9:00 HBV免疫耐受机制及其逆转策略 田志刚 主题演讲

9:00-9:25 新型耐受性疫苗研发策略 王宾

9:25-9:50 自身免疫疾病核酸治疗性疫苗机理 耿爽
9:50-10:10 茶歇（BIA产品展示 曲建）

第四届全国核酸疫苗学术研讨会
会议日程表

4月22日 上午

4月23日 上午

4月22日 下午

陈化兰 陈则 主持

午餐

核酸疫苗回顾及展望
袁正宏 卢山 主持

开幕式

免疫耐受及核酸疫苗

田志刚 王宾 主持

诺华欢迎晚宴

感染性疾病与核酸疫苗

周保罗 孔维 主持



10:10-10:35 DNA疫苗介导的粘膜免疫：问题与对策 熊思东

10:35-11:00
血清DNA结合蛋白SAP对核酸疫苗免疫效力的影

响机制
孙树汉

11:00-11:25 HBV包膜免疫策略及抗体产生 凌虹

11:25-11:50 生物医药创新与资本对接 陈连勇

1:30-1:55 趋化抗原基因疫苗抗肿瘤应用 张叔人
1:55-2:20 抗肿瘤治疗性疫苗 李霄

2:20-2:45
核酸疫苗初免-蛋白疫苗加强诱导HIV包膜蛋白

特异性广谱中和抗体
张璐

2:45-3:10 DNA疫苗的质量控制和要求 王佑春 主题演讲

3:10-3:30 茶歇(GE产品展示)

3:30-3:55
基于多参数相关分析的发酵过程

优化原理与实践
庄英萍

3:55-4:20 疫苗的临床评价 汪萱怡

4:20-4:45 疫苗工业生产质量标准 王晶

4:45—5:10 以整体柱技术为核心的质粒DNA中试生产 李忠明

8:30-8:55 霍乱毒素CTA亚单位的佐剂作用与机理研究 徐建青

8:55-9:20 温敏型生物降解水凝胶缓释防龋基因疫苗 刘建国

9:20-9:55
核酸疫苗采用TERESA活体电脉冲技术给药的应

用研究
陈车生

9:55-10:20
Modulation of DNA-primed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s to hepadnaviral infection by TLR
ligands

陆蒙吉

10:20-10:40 茶歇

10:40-11:10 流感病毒及核酸疫苗研究 高福 主题演讲

11：05-11:35 闭幕式 孙树汉

1:30—3:00
3:00-3:15

3:15—3：45
3:45-4:15 Spectrum:  膜分离技术在核酸疫苗纯化中应用

4月24日 下午

4月24日 上午

4月23日 下午

核酸疫苗工艺新技术展示会

BIA Separations:  核酸疫苗纯化新革命
茶歇

AID:  EliSpot Assays在疫苗研发中的应用

午餐

孙树汉 主持

徐建青 陆蒙吉 主持

抗肿瘤及治疗性核酸疫苗

张叔人 金宁一 主持

午餐

核酸疫苗机理新进展

熊思东 孙树汉 主持

核酸疫苗工艺及中试

王佑春 李忠明 主持

浦江游览晚宴

核酸疫苗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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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金牌赞助商：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IA separations 必蔼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中国）医疗集团生命科学部 

 
银牌赞助商： 

      
   诺华         德国艾迪(AID)      康晖煜            Spectrum （必以纯） 

 

铜牌赞助商： 

       

     达科为                  基因集团          格兰柏生化       艾本德            塔瑞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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