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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寄生虫种质资源平台在形态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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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形态学教学为人体寄生虫学教学的重要基础遥 目前袁医学院校形态学教学中存在标本短

缺尧形态不典型袁青年教师寄生虫虫种虫期形态上鉴别能力不足等问题遥 寄生虫教学资源平台建设
由于寄生虫病的流行特点而存在不足袁 缺乏科学规范的整合标准和现代信息与网络技术支撑袁不
能形成具有综合集成尧优化配置尧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的效益遥 中国寄生虫种质资源平台的建立可以
实现共享的信息量大尧规范的教学资源袁为寄生虫学形态学教学尧青年教师培养尧开放性学习提供
了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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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园猿 年完成的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

查显示袁我国人群寄生虫总感染率高达 圆员援怨豫袁寄生
虫病仍然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遥 人体
咱员暂

寄生虫学是医学院校的一门必修课程袁同时也是一
门桥梁学科袁为后期临床医学尧预防医学各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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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或现场采集标本的机会袁 使青年教师的积极性降
低袁 间接造成了青年教师对寄生虫虫种虫期形态的
鉴别能力不足袁亦影响了形态教学的质量遥

二尧寄生虫教学资源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的学习打下基础遥 寄生虫病诊断以检出某一发育阶

近几年来袁我国教学资源建设快速发展袁为学校

段的寄生虫为依据袁因而袁在人体寄生虫学教学中袁

教学和开放性学习做出了巨大贡献袁 但也存在一些

形态学教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遥

问题袁由于资源建设缺乏标准支持袁体系结构存在缺

一尧人体寄生虫学形态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袁我国多数医学院校寄生虫学实验教学采
用的是玻片标本的观察尧瓶装标本的观察及寄生虫

陷袁从而导致资源共享性尧互动性和操作性较差袁资
源重复建设现象较多袁 阻碍了教学资源的应用和可
持续发展 咱猿暂遥 寄生虫教学资源平台建设由于寄生虫
病特有的流行特点亦存在以上不足遥首先袁由于寄生

形态作业的绘图遥 随着标本的逐年损耗袁多数院校

虫病具有地方性尧 自然疫源性等流行特点袁 各地防

人均标本数量减少袁标本质量也大不如前 遥 由于目

治尧研究和教学机构以不同目标疾病为重点收集尧保

前医院没有设立专门的寄生虫病门诊袁大部分的典

存的虫种虽各具特点袁但不能覆盖全部遥 其次袁不同

型寄生虫病患者被误诊和漏诊袁而处于带虫状态的

专业机构间缺乏应有的联系与交流袁收集尧保存的虫

感染者又很少去医院就诊袁从医院获取寄生虫标本

种存在着数量上的简单重复和技术上的低水平重

相对困难袁从外地高价购买回来的寄生虫教学标本

复袁影响了资源效益的有效发挥遥 第三袁虫种资源的

形态又多不典型袁不能真正满足教学需要袁几个学生

描述尧整理尧保存缺乏统一标准和科学的技术规范遥

观察一张玻片袁甚至以多媒体课件中的照片尧影像代

缺乏科学规范的整合标准和现代信息与网络技术支

替实物标本观察的现象袁严重影响了形态学教学的

撑袁不能形成具有综合集成尧优化配置尧最大限度发

质量遥 其次袁由于高校体制本身存在问题袁从事寄生

挥资源的效益 咱源暂袁因此袁目前我国寄生虫学教学资源

咱圆暂

虫学教学及实验教学人员与临床及现场调查工作脱
离袁忙于应付日常教学和日渐被重视的科研袁缺少临

建设中的核心问题是构建一个开放的教学资源平
台袁实现高效率和高质量的资源积累和资源共享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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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员缘远窑

第 圆 期 总第 源怨 期
20员圆 年 源 月

现资源系统的交互和数据流通遥 建立全国统一的数

该网站有按照统一规范标准储存的二百五十余种寄

据标准袁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寄生虫教学资源平台已

生虫袁五万余条资源数据量袁网站目前具有输入尧查

迫在眉睫遥

询尧论坛等功能袁参与试点工作的专业用户可以进行

三尧中国寄生虫种质资源平台的建立

查询袁程序会对所输入的词进行模糊匹配搜索袁同时
网站具有数据输入尧图片输入尧文件输入等功能袁方

寄生虫虫种资源包括实物资源和信息资源遥 实

便专业用户上传自己的优势资源及更新数据袁 以期

物资源包括寄生虫的固定标本尧活体标本尧蛋白质标

通过中国寄生虫种质资源平台的建立袁 使全国的寄

本尧基因标本等曰信息资源指将实物资源依据一定规

生虫种质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遥

范尧标准进行数字信息化整理后建立的数据库遥 寄
生虫虫种资源是寄生虫学教学和寄生虫病防治的物
质基础遥 一种寄生虫生活史中的不同发育阶段及其
宿主袁不同种类的寄生虫尧不同保藏方式的寄生虫实
物资源及信息资源能为不同的教学尧研究尧疾病防治
提供重要的资源服务 遥
咱源暂

在科技部支持下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

四尧中国寄生虫种质资源平台在人体寄生虫
学形态学教学中的应用
中国寄生虫种质资源平台的建立及在人体寄生
虫学形态学教学中的应用体现在以下方面遥
渊一冤作为可以实现共享的信息量大尧规范的教
学资源袁方便各院校加强交流袁实现信息尧实物共享

虫病预防控制所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数据库建设经

网站上提供了典型的寄生虫图片信息资源袁丰

验袁同时结合我国实际特点建立了中国特色寄生虫

富了形态教学内容遥 对于教学院校寄生虫形态学教

虫种资源数据库和实物库遥 圆园园远耀圆园园愿 年南京医科

学中缺少的寄生虫实物资源袁 可以通过该网站平台

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参加了科技部国家自

输入关键词袁查询到该资源的保藏机构及保藏形式袁

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野重要寄生虫虫种资源标准化

与该单位取得联系后共享遥如在 圆园园缘 年中国消灭丝

整理尧整合和共享试点冶 建设项目工作遥 在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的指导下袁项目
组对我校现有虫种资源进行整理尧归类及汇总袁确定

虫病后袁 参与平台建设的大连医科大学寄生虫学教
研室继续保存有中国 苑 个不同地区渊贵州荔波地区尧
贵州独山地区尧四川乐山地区尧湖北谷城地区尧安徽

以原虫渊溶组织内阿米巴尧结肠内阿米巴尧杜氏利什

泾县地区尧浙江安吉地区以及福建建阳地区冤的周期

曼原虫尧蓝氏贾第鞭毛虫尧阴道毛滴虫尧间日疟原虫尧

型马来丝虫虫库 咱缘暂遥

刚地弓形虫尧隐孢子虫尧卡氏肺孢子虫尧结肠小袋纤

渊二冤加强寄生虫学青年教师队伍建设

毛虫尧布氏嗜碘阿米巴尧人毛滴虫尧布氏冈比亚锥虫尧

寄生虫的形态学教学在寄生虫教学中占有重要

恶性疟原虫尧脆弱双核阿米巴尧迈氏唇鞭毛虫尧微小

的基础地位袁 形态学的基础知识在青年教师队伍的

内蜒阿米巴冤尧吸虫渊卫氏并殖吸虫尧布氏姜片吸虫尧

培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袁 但目前高校青年教师中存

华支睾吸虫尧日本血吸虫尧肝片形吸虫冤尧绦虫渊曼氏

在的普遍问题即寄生虫形态学鉴定鉴别的能力不

迭宫绦虫尧微小膜壳绦虫尧细粒棘球绦虫尧链状带绦

足遥通过中国寄生虫种质资源平台建设袁加强交流与

虫尧肥胖带绦虫冤尧线虫渊毛首鞭形线虫尧蠕形住肠线

沟通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袁查询参与平台建设的各

虫尧旋毛形线虫尧似蚓蛔线虫尧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尧美

个单位的优势资源袁 在与这些单位机构的联系中找

洲板口线虫尧班氏吴策线虫尧马来布鲁线虫冤和节肢

到合适的机会给青年教师进行寄生虫相关技术的培

动物渊全沟硬蜱尧格氏血厉螨尧疥螨尧温带臭虫尧家蝇尧

训袁提高青年教师队伍的水平遥如 圆园员员 年 员圆 月份由

棕尾别马蝇尧猫栉首蚤尧大头金蝇尧丝光绿蝇尧人体
虱尧人头虱尧耻阴虱尧巨尾阿丽蝇尧棕尾别麻蝇尧丝光
绿蝇尧麟喙司蛉尧中华白蛉尧蒙古白蛉尧中华按蚊尧白
纹伊蚊冤共 缘缘 种 源 苑猿怨 件标本整理尧数据库录入和
上报遥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举办了 圆园员员 年江苏省

全球基金疟疾镜检技术培训班袁 我系和形态学实验
室各派 员 名青年教师参加了该项培训袁 对疟原虫的
显微镜下形态尧血片制作染色尧原虫计数进行了认真

学习袁 使青年教师对疟原虫这种镜下形态相对较复

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将各单位上传的数据库按

杂的寄生虫有了深刻的认识袁 提高了青年教师形态

照寄生虫种质资源的性质尧种类等对源数据进行修

学教学的水平遥 我们也计划通过平台邀请寄生虫学

正袁进而构建成具有查询反馈功能的信息库遥 中国

老专家来我校对青年教师进行培训袁 并通过平台发

寄生虫虫种资源网 孕杂陨悦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布相关通知袁欢迎全国医学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参加袁

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构建袁 网站地址 憎憎憎援责泽蚤糟援糟灶袁

实现资源共享遥

第 圆 期 总第 源怨 期
20员圆 年 源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渊三冤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袁通过平台实现
资源的共享

窑员缘苑窑

此外袁中国寄生虫种质资源平台因其规范尧信息
量大袁也可以作为学生课后学习最大的工具书袁提高

南京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系较为优势的寄生虫
种质资源有血吸虫尧弓形虫尧库蚊袁设有专门的实验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袁 对于书本上没有的稀有虫种
增加了解袁开拓视野遥

室进行这些寄生虫虫种的延续袁并保存有相关寄生
虫各种形式的种质资源遥 作为本系的青年教师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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