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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像：白色念珠菌侵入的体外模型伴有白色念珠菌多菌种生物被膜的 3D 人体口腔粘膜组织模型的感染与选择造成发病源并导致侵入性真菌感染的恶性口腔细菌

摘要事件。用 Hoechst 33342 染料（细胞核，蓝色）和荧光标记的泛细胞角蛋白抗体（细胞质，绿色）染色上皮细胞，用细菌肽核酸（PNA）通用探针（红色）染
色细菌和用 Yeast Traffic Light PNA 探针（AdvanDX，鲜绿色）染色白色念珠菌后，组织模型的共聚焦显微镜图像。由卡迪夫大学牙科分校的 Morse 和 Williams 提
供。 



卡迪夫大学牙医学院年度研究报告 2017/18 

前言

去年我成为了牙医学院的研究主任，而今日很荣幸由我来介

绍卡迪夫大学牙医学院年度研究报告的创刊号。本篇报告将

我们学院在2017年所进行的重要研究发现进行了重点展示，

突出了我们学院所进行的研究的宽度和深度，而这些都离不

开同国内外合作伙伴的广泛合作。 

学院的研究课题广泛，在组织架构上，以焦点小组的形式进

行课题研究。这些主题分为两个主要相互作用的主题，基本

上构成了生物医学科学和公共健康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分享

了各自的一些技术能力。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处理牙医和口腔

健康相关的重点问题，但也聚焦包括微生物学、细胞学、基

因、结构生物学、生物信息学、行为科学和生物学的其它方

面在内的基本课题。通过聚焦复杂的生物系统潜在的基本原

理及其动态互相作用的情况，我们的研究项目已超越本专业

并对临床医学的众多不同方面产生影响。转译研究的成功凸

显了这一点，例如 Mark Waters 小组和 David Williams 小

组在学院研发出的导管阻塞报警传感器的临床作用。

此期间出现的值得注意的发表物中有：David Thomas 和其同

事在《自然通讯》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赋予抗生素抗性的脂质

修饰酶 mcr-1 的研究，该研究为抗生素耐药范例提供了支

持；Konrad Beck 等人在《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阐

述磷脂酶 Cζ 重要作用的研究，具体来讲就是磷脂酶 Cζ 

的 C2 结构域引起细胞内钙（Ca2 +）振荡，这对于开始激活

哺乳动物受精期间的卵子是必需的；还有我的小组在《人类

分子遗传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即关于编码转谷氨酰胺酶 6 

的基因突变引起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的机制。多个重大临床

试 验 的 结 果 被 报 告 ， 其 中 包 括 《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中的“天生会笑”项目和《Addiction》上发布

的基于许可场所操作变化的酒精相关的暴力干预。 

重要发现被认可且获得奖励是极其令人开心的事情。本年的

一项突出成就是卡迪夫大学给 David Thomas 领导的先进疗

法小组颁发了创新和影响力奖，在以藻酸盐为基础，用于治

疗囊性纤维化和其他生物膜介导的多重耐药性感染的药物开

发中，他们与一个国际财团的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众多非常有成功潜质的初级研究人员中，Daniel Morse因

对混合细菌生物被膜的毒性研究，在普利茅斯举办的英国口

腔和牙科研究学会上摘得了高露洁高级奖，这是一个特别的

亮点。

最深的感谢给予多年来一直引领着学院和研究的 Jonathan 

Shepherd （2017 年底已退休），他的贡献留下了永远的传

奇。同时，现在由 Simon Moore 带领的小组活力与实力兼

具。

最后，展望 2018 及未来，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懈怠而是要

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拥抱新的发展，扩展我们的能力并进

一步拓宽我们与传统技术学科的合作。我很很高兴看到我们

中许多人参与了新设立的“Materials, CURE-Infection and 

Nanosome Research Networks”，这是一项大学倡议，旨在促

进新兴科学领域的合作和能力建设。参与开发前沿的早期阶

段对推动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生物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数

学和生物信息学时代，与此同时，生成和分析大型数据集的

能力在推动生物医学研究的进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学院已经成功地捕捉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在畸齿矫正和 

3D 成像小组便有所体现。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和临床医生 - 

科学家也同样重要。学院在这方面一直在努力，医学研究理

事会将“青年研究者”这一奖项颁发给 Elaine Ferguson 正

是向此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鉴于这些成就和战略投资，

我们已经蓄势待发，将研究基地推进向前。

我很高兴能介绍卡迪夫大学牙医学院 2017 年度研究报告。

过去的一年里，学院的学术研究人员和学生们硕果累累，本

报告展示了一些典型的研究成果，并提供了学院的研究小组

的活动的相关信息。牙医学院参与世界领先的转化研究，这

些研究与威尔士和英国政府整合卫生与社保的政策对标。我

们与全球的合作伙伴们一起努力开展跨学科研究，希望您阅

读本报告并了解学院的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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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Aeschlimann 教授

研究主任，生物科学教授

教授 Alastair J Sloan

院长

pride
附注
“pride”设置的“Unmar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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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建立在与国家机构和政府以及一些世界领先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我们机构和其他大学之间的跨学科协作基

础上，并为重大项目做出了贡献。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涉及面广泛并且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 

血琼脂上分离的细菌

OligoG 从棕色藻类 Laminaria hyperborea 中提取获得。

先进疗法小组获得创新和影响力奖。

案例学习 1：用于治疗囊性纤维化的 OligoG 

先进疗法小组 (ATG)，挪威的生物制药公司 AlgiPharma AS 

和卡迪夫及瓦勒大学健康委员会之间的合作项目在 2017 年

赢得了卡迪夫大学的医疗创新奖。

David Thomas 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从海藻中提取的藻

酸盐可以通过破坏微生物生物被膜的形成和增加细菌对抗生

素的易感性来抵抗多重抗药性感染。

利用我们关于藻酸盐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AlgiPharma 开发

了就一种囊性纤维化的新型吸入疗法，该疗法已完成五项临

床试验并显示出极佳的安全记录。一项全新的，由欧洲研究

框架计划项目“Horizon2020”支持的剂量优化临床试验预

计将于 2018 年 9 月开始。OligoG 于 2016 年 2 月获得 

FDA 孤儿药品标识，用于治疗囊性纤维化，这意味着在美国

和欧盟获得上市批准的过程预计将比传统药物更快更容易，

而商业利益将迅速实现。OligoG 自 2016 年起在囊性纤维化

基金会（CFF）药物开发流程中亮相，该流程是临床医生和患

者通过临床研究的不同阶段跟踪潜在囊性纤维化治疗进展的

交互式工具。

Www.cardiff.ac.uk/research/explore/research-units/ 

advanced-therapies-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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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领先世界的研究 

影响卓著

牙医学院一直参与旨在改善人类健康和福利的领先世

界的研究项目。我们的研究在多个重要领域直接影响

着公共政策和医疗惯例，并在健康、社会经济和商业

方面具有卓著的影响力。

www.cardiff.ac.uk/dentistry/research/impact-

and-translational-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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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学习 2：生而会笑 

Ivor Chestnutt 教授和牙科公共卫生部门为 NHS 牙科服务

提供了成本效益的宝贵证据，例如威尔士的“生而会

笑”(D2S)项目，该口腔健康改善项目针对生活在贫困社区

中的儿童，重点关注上学时间的刷牙情况。本研究的结果发

表于 2017 年，研究结果表明自从 2008 年 D2S 项目启动以

来，五岁儿童龋齿的患病率下降了 12％。作为我们评估的直

接结果，威尔士政府决定继续为该项目提供资金，并且在 

2017 年 3 月，他们宣布 D2S 项目将重新关注五岁以下儿

童，因为我们的研究中有证据显示蛀牙的发生开始提前了。

该团队的论文评估了齿面裂沟密封剂和氟保护漆的相对临床

和成本效益，该论文是 2017 年《牙科研究杂志》中排名前

十的热门文章之一。该报告表明，氟保护漆在防止龋齿方面

同样有效，但比齿面裂沟密封剂便宜，这最终导致停止提供

密 封 剂 作 为  D2S 计 划 的 一 部 分 ， 。 

www.cardiff.ac.uk/research/explore/research-units/ 

dental-public-health-unit

我们影响深远的研究的其它亮点
今年我们的研究人员在各种领域取得重大进步。

减少暴力犯罪： 导尿管堵塞的早期警报：

卡迪夫暴力预防模式继续在英国各地实施，并已

在全球其他城市被采用，其中包括荷兰、美国、

澳大利亚和南非。

Mark Waters 和 David Stickler 教授开发的导

MBi Wales Ltd 已获得尿管堵塞的早期警报感应

器许可，且 CE 标识为一级杀菌装置。其与一家

全球性的尿道造口术公司达成商业可行性协议，

将传感器装入排尿袋和尿液计量器中，预计销售

量为 1 至 2 百万件。

谷蛋白相关的神经机能障碍的诊断： 改善公共服务：

Aeschlimann 教授的团队通过免疫介导的共济

失调将自身抗体的发展与转谷氨酰胺酶 6 联系

起来。这样，临床医生就能识别谷蛋白敏感性的

神经学表现，并开发了这些自身抗体的检测方

法，这些自身抗体的检测正在临床诊断中实施。 

根据 Richmond 教授在 2010 年进行的一次回

顾，对威尔士畸齿矫正服务提供情况的评估证

实，当时实施了向威尔士政府、当地卫生委员会

和畸齿矫正服务供应商提供的建议使服务更加

高效、经济。

更多详情，点击 www.cardiff.ac.uk/dentistry/research/impact-and-translational-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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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6 个月时在至少 1 个第一恒磨牙上患牙

本质龋的儿童的比例大致相似。 
每名患者氟漆的总成本节约为 68.13

（95％CI 5.63 至 130.63；

p=0.033)。

沟封闭剂 氟漆 氟漆 沟封闭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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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总结
口腔和生物医学科学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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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疗法

矿化组织 微生物疾病

干细胞、伤口修复&再生 基质生物学&组织修复

• 全新的抗菌疗法

• 聚合物疗法

• 细菌生物被膜

• 慢性感染的治疗
 

• 离体牙模型

• 骨修复中的干细胞

• 整形外科/牙科生物材料

• 用于药物递送的脂质体

• 感染的 3D 模型

• 生物被膜&防御机制

• 念珠菌致病性

• 微生物群系

• 口腔粘膜祖细胞带动的组织修复

• 无疤创伤修复

• 指导伤口修复的电场

• 脊髓修复

• 干细胞带动的滑膜关节工程

• 器官组织和疾病模型

• 分子水平的细胞过程成像

• 蛋白质结构、修改和功能分析

畸齿矫正和 3D 成像

• 颅面成像

• 数学建模

• 颅面形状的遗传决定因素

• 病理与面部形状的相关性

牙科公共卫生 酒精和暴力研究

• 牙齿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
• 口腔健康评估和改善

• 预防性干预策略和技术

• 抗菌疗法

• 酒精相关的暴力

• 政策告知暴力预防，反暴力伙伴关系 
• 了解使用/误用酒精对生活过程的影

响

• 预防酒精滥用/误用的策略

应用临床研究和公共卫生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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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

• 阐明和应对导致炎症、癌症和衰老的组织破坏的病理过程

• 通过应用生命科学原理创造功能组织。

2017 年的亮点： 

• 向了解 TGM6 基因突变如何引起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

（SCA-35）迈进了一步：突变体的细胞毒性与核定位失败

有关，因此突变型转谷氨酰胺酶由于复合物形成而对野生

型酶具有显性负面效应（Tripathy 等，2017.Hum Mol

Genet 26：3749-62）。

• 在临床诊断服务已实施转谷氨酰胺酶 6 自身抗体的血清

学检测。zedira.com/Celiac-disease-products

• F.A. Lai 博士和 M. Nomikos 博士的研究合作表明，磷

脂酶 C ζ 酶的突变可导致男性不育；正如《生物化学学

会》新闻稿强调的那样，这一发现可以在早期进行精子诊

断和治疗。

www.portlandpresspublishing.com/sites/default/

files/BiochemJ-Male%20infertility.pdf

• 开发研究细胞表面形貌动态变化的新方法：这种新的方法

论证明，中性粒细胞形状变化（如吞噬和扩散期间）需要

中性粒细胞的细胞表面微凸起的快速变化。(Al Jumaa 等

人，2017.Sci Rep 7:9790)

ECM 及其与各种细胞的相互作用对控制炎症，修复/再生过程

和侵袭性癌症至关重要。结缔组织细胞控制内皮细胞和上皮

细胞的迁移，存活和增殖以及协调炎症反应的细胞出现的抗

原的募集和活化。结缔组织细胞反应的改变与许多疾病有关，

要么是因为直接涉及病因学，要么是因为伴随组织损伤的纤

维化。该小组内建立了实验模型，用于破译调节修复和疾病

过程的不同方面的细胞相互作用。这些涉及炎症、血管生成、

表皮新生、癌症基质细胞相互作用和伴随老化发生的 ECM 变

化。重点是从分子水平了解器官系统功能中的蛋白质转化后

修饰的作用，以及异常蛋白质修饰或蛋白水解在病理上的作

用。

相关研究中心： 

Aeschlimann 教授是英国关节炎研究中心的创始成员之一，

该中心在生物力学和生物工程方面非常卓越。 Aeschlimann 

教授是是骨关节炎生物标志物开发项目的领导者,他开发了器

官型体外人类软骨骨关节炎模型并用于生物标志物的发现

中。

www.cardiff.ac.uk/arthritis-biomechanics-bioengineer 

ing-centre/

他还是谢菲尔德谷蛋白相关障碍研究所（SIGReD）的创始成

员之一，该研究所汇集了跨学科专家，旨在开发有效诊断谷

蛋白相关障碍的新策略。这里的工作聚焦免疫系统的肠脑轴

以及它与自身免疫性共济失调的关联。

www.sheffield.ac.uk/news/nr/gluten-related-diseases 
-1.25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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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生物学和组织修复

我们是一支由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和免疫学方面的专

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我们的研究旨在了解和操纵细胞外基质

（ECM）与颅面复合体细胞多样性之间的界面。

www.cardiff.ac.uk/research/explore/research-units/ 

matrix-biology-and-tissue-repair-research-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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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总结：

先天免疫中的非常规蛋白质分泌、转谷氨酰胺酶 2 

与疾病过程之间的新联系： 

Adamczyk et al., 2015.J Cell Sci 128:4615-28; 

Aeschlimann and Knäuper, 2017.Amino acids 49:453-60.

背景：转谷氨酰胺酶（TG）2 是一种通过谷氨酰胺残基的脱

酰胺基，转酰氨基或酯化来修饰蛋白质的酶。它在细胞应激

反应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其对细胞外蛋白质组装体的维稳

在组织修复中具有关键作用。然而，异常 TG2 活性已被证明

是纤维化以及自身免疫的驱动因素。TG2通过未知的非常规分

泌途径从细胞释放，并且该机制控制与疾病过程相关的细胞

外活性。

发现：嘌呤（P2X）受体是在先天免疫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离子

通道。细胞刺激后通过膜通道/囊泡分泌的胞外 ATP 或从受

损细胞释放的细胞外 ATP 可触发嘌呤的激活，并且根据情

况，通过来自先天免疫细胞的进一步释放 ATP 来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P2X7 受体（P2X7R）激活通过旁分泌信号在

本地环境内充当危险信号放大系统。我们已经表明 TG2 的快

速主动导出与 P2X7R 的激活相关，并且通过硫氧还蛋白-1

的共分泌，该机制控制细胞外水平的活性酶。硫氧还蛋白-1 

是一种在髓系细胞中具有 β-防御素活化功能的氧化还原

酶，可防止 TG2 失活，否则 TG2 失活易于在氧化性细胞外

环境中发生。

为了在分子水平上了解 P2X7R 激活如何与下游事件（包括 

TG2 外化和炎性细胞因子释放）结合，我们研究了潜在的与

受体相关的效应分子途径（图 1）。我们的研究结果不支持将

囊泡中的 TG2 包装用于释放，但认为受体膜孔形成是必需

的。

此外，P2X7R 触发膜孔隙活性与各种突变体受体中 TG2 的输

出直接相关。P2X7R 与骨髓细胞中的 NLRP3 炎性体途径是不

可分割的，其也可由伴有 gasdermin D 孔形成的，半胱氨酸

天冬氨酸蛋白酶 4/5 介导的细胞焦亡触发。

然而，尽管炎性体激活示有部分机械重叠，导致 TG2 处理在

在导出之前发生，我们的数据显示 TG2 外化在没有细胞死亡

（细胞焦亡或细胞凋亡）的情况下发生并且可以在没有炎性

体组合的情况下发生。

重要性：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嘌呤信号通过一种新的蛋白质

输出机制控制 TG2 的外化。其他蛋白质经历替代性分泌，其

中许多是有力的生物信号，可能与 TG2 共享此途径，因此可

以理解该途径的控制机制具有核心重要性。此外，这确定了

将细胞外蛋白质修饰与危险信号介导的先天性免疫应答相联

系的途径（图2）。因此，这些最近的见解为慢性炎症和自身

免疫性疾病，如关节炎和谷蛋白敏感性，提供了新的治疗干

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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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概述了异常关节负荷诱导的 ATP 释放如何驱动炎症信号传导和 TG2 

上调和外化/激活，这一过程最终造成关节疾病中的骨和软骨病理。

机械载荷 

促炎信号 ,,膜孔”形成 

转译后蛋白质修饰

阴离子通
道

半通道

胞裂外排

Il-1β 处理 

ADAM10 激活/ IL6 信号转导

TG2 上调 

TG2 外化 

图 1P2X7 受体激活导致细胞内 Ca2 

+ 迅速升高，并导致膜的明显变化。

将 Ca2 + 指示剂 Fluo-4 加入代表

HEK293 细胞的母源细胞或 P2X7R，然

后用 P2X7 受体选择性诱导剂 BzATP 

刺激。随时间（分钟：秒）监测荧光

（顶部）和细胞形态（相位对比、底

部）的变化。图像代表通过共焦显微

镜扑捉的光学截面。

P2X7R 细胞 亲代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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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Aeschlimann 教授 
AeschlimannDP@cardiff.ac.uk

+44 (0)29 2074 4240

重要出版物：

Tripathy D, et 

al.(2017).Mutations in 

TGM6 induce the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in 

SCA35.Human Mol Genet 

26:3749-62.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39472- 

aeschlimann-daniel

理学硕士（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化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1990年，瑞士巴塞尔巴塞尔大

学生物中心，博士（生物化学），1993年，瑞士巴塞尔巴塞尔大学。EMBO 和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

研究员。瑞士，美国和英国的各种学术职位。自 2001 年以来，英国卡迪夫大学生物科学教授。基

质生物学和组织修复研究组负责人和牙医学院研究主任。

转谷氨酰胺酶和蛋白质交联在生理过程和疾病中的作用一直是我研究的核心主题。目前的研究侧重于谷氨酰胺转氨酶在先

天免疫和在谷蛋白敏感性和关节炎背景下出现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

Konrad Beck 博士 
BeckK@cardiff.ac.uk

重要出版物：

Nomikos M, et al.2017.Male 

infertility-linked point 

mutation reveals a vital 

binding role for the C2 

domain of sperm 

PLCζ.Biochem J. 

474:1003-1016.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39468- 

beck-konrad

1981 年，德国法兰克福 JWG 大学物理学文凭。1984 年，德国法兰克福，MPI生物物理学博士。1990 

年，奥地利林茨大学，生物物理学特许任教资格；瑞士巴塞尔、奥地利林茨、美国波特兰、 美国

新泽西州皮斯卡塔韦镇、日本名古屋、法国里昂的各种学术职位和研究员；自 2004 年以来，英国

卡迪夫大学蛋白质生物物理学讲师。

我的主要工作涉及多域蛋白质的构造，折叠和组装，特别是细胞外基质的构造，折叠和组装。与 F.A.Lai（生物科学学院）

和 M. Nomikos（卡塔尔大学医学院）的合作重点研究了心脏钙释放通道（RyR2）、磷脂酶 Cζ和钙调蛋白的突变后果。与 AK 

Sewell 和 DK Cole（医学院）的合作旨在确定 SL9 免疫逃逸的分子机制，SL9 是一种受 HLA-A2 限制的众所周知的 HIV 表

位。

Sharon Dewitt 博士 
Dewitt@cardiff.ac.uk

+44 (0)29 2251 0665

重要出版物：
Al Jumaa MA, et al 

2017.Topographical 

interrogation of the 

living cell surface 

reveals its role in rapid 

cell shape changes during 

phagocytosis and 

spreading Sci Rep 

7(1):9790。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39492- 

dewitt-sharon

英国威尔士大学医学院药理学理科学士，卡迪夫大学细胞生物学与免疫学博士，威尔康姆信托基金

会博士后研究员（卡迪夫大学，2003 — 2010），卡迪夫学术研究员（2010-2014英国关节炎研究）， 

讲师（加的夫大学牙医学院，自2014年起）

我的研究重点是确定疾病过程中发生的早期细胞事件，如关节炎。这些早期事件可以作为疾病的指标，用于早期诊断和治

疗；或作为操纵和修改疾病过程的手段。专业领域包括 Ca2 + 成像，共焦和单细胞显微镜检查。 

Vera Knäuper 博士 
KnauperV@cardiff.ac.uk

+44 (0)29 2074 2639

重要出版物：

Wanger, T. et 

al.2015.Differential 

regulation of TROP2 

release by PKC isoforms 

through vesicles and 

ADAM17.Cellular 

Signalling 27 

(7):1325-1335.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39462- 

knauper-vera

化学硕士（相当于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理学学士），rer. nat 博士（相当于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生

物化学博士学位），1993 年至 1995 年享受惠康基金会出国奖学金者（剑桥 Strangeways 

Research），1995 年至 2000 年博士后（东英吉利大学诺里奇分校），2001 年至 2006 年讲师（约

克郡约克大学），自 2006 年以来担任高级讲师（卡迪夫大学）

我所在小组的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对关节炎疾病和癌症中金属蛋白酶功能的理解上。小组的主要重点是在分子水平上了解

金属蛋白酶细胞信号传导中的作用，并设计新的治疗方案来对抗关节炎疾病和癌症以及发现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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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学术和工业合作伙伴合作，利用在设计和

提供新型治疗干预措施方面的专业知识，针对一系列常常危

及生命的感染和慢性炎症疾病，包括多药耐药性，囊性纤维

化，慢性皮肤伤口和种植体周围炎。我们的目标是：

• 将我们的发现从实验室转化到临床应用，以改善对患者的

治疗。

• 开发治疗策略（包括局部和静脉内）以改善当前的治疗效

果/效率，并为全新的聚合物治疗剂的设计提供信息。

• 为了利用我们经验丰富的跨学科团队开发的工具包，（从

细胞，蛋白质和基因水平）分析针对细菌生物膜和表面的

抗生物膜治疗干预措施。 与AlgiPharma AS，基于第一种

双功能聚合物疗法相结合，以补充我们的专利组合。

2017 年的亮点： 

• 在了解糊精 — 粘菌素偶联物如何改变粘菌素的细胞相

互作用并抑制肾脏损伤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 以首次双功能聚合物疗法为基础，通过 AlgiPharma AS 申

请 2 项新专利，以补充我们的专利组合。

• 卡迪夫大学医学创新和影响力奖（详情见第 4 页）。

卡迪夫大学药学与制药科学学院 Mark Gumbleton 教授。

www.cardiff.ac.uk/pharmacy-pharmaceutical-sciences

卡迪夫大学化学学院物理有机化学系 Niklaas Buurma 博士。

www.cardiff.ac.uk/study/postgraduate/research/programmes/area/ 

physical-organic-chemistry

挪威特隆赫姆纸和纤维研究所 Gary Chinga-Carrasco 博士。

www.rise-pfi.no

格林威治大学工程与科学系药物、化学与环境科学教授 Peter Griffiths。

www.gre.ac.uk/engsci/study/pharchemenv

相关研究中心：

挪威特隆赫姆 SINFEF 生物技术与纳米医学 Anne Tøndervik 博士和 

Havard Sletta 博士。

www.sintef.no/en/industry/biotech-and-nanomedicine

卡迪夫大学医学院感染与免疫学系 Tim Walsh 教授和 Brad Spiller 博士。 

www.cardiff.ac.uk/medicine/research/divisions/infection-and- 

immunity

斯旺西大学管理学院 Paul Lewis 教授。www.swansea.ac.uk/som

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成像科学中心 Thorsten Wohland 教授。

www.cardiff.ac.uk/medicine/research/divisions/infection-and- 

immunity

先进疗法

我们是由临床医生、微生物学家、药剂师和工程师组成

的多学科专家组，研究目标是应用对人类疾病过程中的

分子和细胞控制的知识，为新型治疗的设计、开发和测

试提供信息。

www.cardiff.ac.uk/research/explore/research-unit

s/ advanced-therapies-group

聚合物 — 抗生素缀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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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总结：

开发了一种新型疗法来处理危及生命的耐药细菌感
染。 

Adamczyk et al., 2017.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61:e00762-17.

背景：这项研究描述了一种基于海藻酸盐的寡糖纳米医学， 

OligoG，开发用作慢性呼吸道疾病的粘液溶解疗法。我们证

明了该药物能够增强所选抗生素对抗多重耐药细菌生物膜的

功效。我们的研究项目涉及了确定其作用的机制。

发现：铜绿假单胞菌是患有慢性肺部感染如囊性纤维化的患

者的重要人类病原体，其形成致密的三维聚集体或微菌落，

比常规生物被膜更容易抵抗抗微生物治疗。在Pritchard et 

al.（2017 年）中，我们成功地在实验室中对其进行了建

模，证明了 OligoG 不仅能够破坏这些微菌落（图 1），而且

能够增强粘菌素（“最后的抗生素”）对抗这些“难以治疗

的” 细菌的活性 。我们还从机制上显示了这些效应是通过

经由群体感应信号传导途径（图 2）通过破坏细菌运动性来

调节酰基 — 高丝氨酸内酯（例如 3-oxo-C12 AHL）而实现

的（图 3）。

重要性：这项工作有助于我们理解 OligoG 在细胞和分子水

平如何介导生物被膜/小菌落破坏的原型疗法，显示它如何破

坏细菌形成被膜的能力，以及它如何破坏带电的聚合物生物

膜基质。该研究还提出了这种目前在人类临床试验中的新型

抗微生物剂的前述抗生物被膜特性的机理原理。

 

 
 

图 3 使用运动性测试琼脂检测细菌运动性的抑制

图 2OligoG CF-5/20 对体外细胞信号分子的影响。高效液相色谱质谱

（LC-QQQ-MS）定量生长在 MH和 AS 培养基中的铜绿假单胞菌 PAO1 的

酰基高丝氨酸内酯（AHL）生产，在时间进程试验（30 和 48 小时）

中显示 OligoG CF-5/20 对于 3-oxo C12-AHL 的作用（* p <0.05；n 

= 3）。

对照 0.2% OilgoG 2% OligoG

AH
L 
浓
度
（
μ
g/
 L
）

图 1 显示在 Mueller-Hinton 培养

液（MH）或人造痰培养基（AS）中生

长的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的生物被

膜的生物膜形成试验。（A）在 

Mueller Hinton 肉汤中培养 24小时

的铜绿假单胞菌（NH57388A）生物膜 

±OligoG CF-5/20 的电子显微镜图

像的扫描[比例尺 10μm]；（B）在人

造痰液培养基中培养 48 小时的 

±OligoG cf-5/20，[比例尺，5μm]；

（C）如 B 中缩放图像[比例尺，

5μm]。

对照 2% OligoG 6% OligoG

AS
 培

养
基

AS
 培

养
基

MH
 培

养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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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W Thomas 教授 
ThomasDW2@cardiff.ac.uk 

+44 (0)29 2074 4873 

 重要出版物： 
Yang Q, et al.2017.Balancing 
mcr-1 expression and bacterial 
survival: a delicate equilibrium 
between essential cellular 
defence mechanisms.Nat 
Commun 8:2054. 
完整清单见：www.cardiff. 
ac.uk/people/view/39420- 
thomas-dave-w 

  具有研究微生物生物被膜在人类疾病中的作用方面相关背景知识的临床医师声明要改善他们的管

理和诊断，我领导了先进疗法小组。我是以前的 Wellcome Trust Clinical 的研究员（布里斯托尔
大学），现任 威尔士大学医院的口腔与颌面外科教授/荣誉顾问。 

 

 

 

 Katja E Hill 博士 
HillKE1@cardiff.ac.uk 

+44 (0)29 2074 4252 

 重要出版物： 
Pritchard, M. et al.2016.A new 
class of safe oligosaccharide 
polymer therapy to modify the 
mucus barrier of chronic 
respiratory disease.Mol Pharma 
13(3), 863-872.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people/ 
view/39529-hill-katja 

  拥有微生物生态学和分子生物学相关背景，我对细菌生物膜中的基因调控机制很感兴趣。我目前的

研究涉及通过测试新型化合物（例如来自海藻和澳大利亚热带雨林的化合物）向临床实践的转化于

=以管理人类慢性疾病，如囊性纤维化和“难以治疗”的伤口的伤口愈合，描述其抗菌/ 抗生物膜特
性。 

 

 

 

 Elaine L Ferguson 博士 
FergusonEL@cardiff.ac.uk 

+44 (0)29 2251 0663 

 重要出版物： 
Roberts, J. et al.2016.In vitro 
evalu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dextrin-colistin conjugates with 
bacterial 
lipopolysaccharide.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59（2），
647-654。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people/ 
view/39401-ferguson-elaine 

  我在聚合物疗法方面的转化研究集中于通过连接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来优化药物释放，将蛋白质，
肽和药物靶向炎症位点，从而使毒性最小化，克服抗性并提高生物利用度。由 MRC 新研究者研

究基金资助，我目前正在研究糊精 - 粘菌素结合物的积累和肾毒性，与 AlgiPharma AS 合作研

究聚合物和抗生素的新型组合。 

 

 

 

 Manon F Pritchard 博士 
PritchardMF@cardiff.ac.uk 

+44 (0)29 2251 0659 

 重要出版物： 
Pritchard MF et al.2017.A 
low-molecular-weight alginate 
oligosaccharide disrupts 
Pseudomonal microcolony 
formation and enhances 
antibiotic 
effectiveness.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61（9）：e00762-17。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 
ac.uk/people/view/178890- 
pritchard-manon 

  在完成牙科临床基础年和微生物学博士学位后，我成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获得多项奖项以表彰

我的工作。我目前正在利用分别源自海藻和热带雨林的海藻酸盐低聚物和环氧 - 噻庚烷分子，开

发用于治疗多重抗药性细菌生物被膜感染的纳米治疗药物。我的研究通过将治疗成功转化为临床试
验而得到巩固。 

 

 

 

 Lydia C Powell 博士 
PowellC1@cardiff.ac.uk 

+44 (0)29 2074 4252 

 重要出版物： 
Powell LC, et al.2016.An 
investigation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biofilm growth on novel 
nanocellulose fibre 
dressings.Carbohydr Polym 
137:191-197. 
完整清单见： www. 
cardiff.ac.uk/people/ 
view/182109-powell-lydia 

  作为一名工程师，我的研究兴趣包括使用原子力显微镜，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

和zeta电位/尺寸测量来表征细菌间的互相作用，新型治疗剂和表面，静态和动态系统中生物被膜
形成/破坏的特征。最近的项目包括研究纳米纤维素敷料材料上的生物被膜的形成，喉头假体以及

使用藻酸盐低聚物 OligoG 作为囊性纤维化的吸入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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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目的是： 

•  开发新型疗法来预防和治疗生物被膜介导的感染 

•  研究生物被膜群落的复杂性并探索微生物组分之间的相

互作用 

•  研究宿主对感染的免疫反应，最终目标是开发诊断方法

和免疫疗法 

历史上，微生物在人类感染中的作用涉及对液体培养物中生

长的单种微生物的研究。然而，近几十年来，很明显大多数

感染是由附着于表面的多物种生物被膜群落引起的（图 1）。
事实上，现在估计超过 65％ 的人类感染有生物被膜起因。

传染性生物被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牙菌斑，它是造成两种

最普遍的人感染，即龋齿和牙周病的原因。考虑到这种感染

的普遍性，生物被膜研究不仅是重要的，而且还因为它们通

过物理和化学方法很难从表面去除。重要的是，生物膜通常

对施用的抗菌剂具有高达 1000 倍的耐受性，因此是抗微生

物剂耐药性的主要原因。 
 

  2017 年的亮点： 

 
• 2017 科尔盖特高级奖 — Daniel Morse“口腔细菌对念

珠菌毒力和义齿性口炎的作用” 
 

 
• 口腔和牙科研究信托基金 2017 GSK 研究奖 — Josh 

Twigg。“使用脉冲微波能对掺入呼吸道病原体的假牙 - 
丙烯酸生物被膜进行杀菌” 

相关研究中心： 
该研究小组与大学研究网络，CURE-Infection（卡迪夫大学抗菌药

物耐药和感染生物学网络）相关联。CURE-Infection 网络解决了关

于感染生物学的基本问题 — 在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加，药物依赖性

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不断增强的时代，病原体是如何获得，传播

和发展的。它旨在加强对抗菌素耐药性、抗微生物发现和感染生物

学相关主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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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疾病 

微生物疾病研究小组在许多不同的口腔和非口腔人类感染方面

拥有广泛的研究专业技术。重点关注感染相关生物被膜的发病机

理和治疗，以及宿主如何应对这些感染。为了促进我们的多学科

研究，我们有专门的生物被膜研究设施和设备，我们与口腔和医

学微生物学实验室保持密切联系，这些实验室能够帮助我们获取

临床标本进行研究，并有助于突出我们的研究可针对的临床问

题。 
 
www.cardiff.ac.uk/research/explore/research-units/ 
microbial-diseases-research-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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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总结： 

开发用于预测导尿管结壳的预警传感器。 
Malic S, et al.2012 J Biomed Mater Res B Appl 
Biomater.100(1):133-7. 

 
 
 

 
 

 
 
 

 
 
 

 
 
背景：医疗护理相关感染（HCAI）在患者与医疗保健系统接

触后出现。在威尔士境内，最近的一项调查（2012 年）显

示 HCAI 的发病率是4.4％，其中尿路感染（UTI）有关是最

普遍的（20.9％）。结果显示，50％的 UTI 涉及导尿管。导

管相关尿路感染（CAUTI）发生在易感患者，会增加患者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医疗护理成本。常常无症状，因此可

能会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如肾脏感染，

结石形成和菌血症。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晶体生物被膜生长阻

塞导尿管。通过微生物疾病研究小组与我们的工业合作伙伴 
MBi Wales Ltd. 的合作，一直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发现：数种细菌会诱发 CAUTI。其中一种主要细菌是奇异变

形杆菌。奇异变形杆菌通常很小（长度 1 µm），呈杆状，但

当其接触导管表面时，会生长成细长（长 20 — 30µm）和高

度活跃的细胞。这些“游动细胞”分泌多糖粘液基质，排列成平

行细胞排，并沿导管快速移动。在游动细胞生长过程中出现

毒力基因的协作显现，研究表明，在这个过程中，脲酶的产

量增加了 30 倍。脲酶水解尿素，伴随着氨的释放和尿液 pH 
的升高。这种尿液 pH 值升高诱导结晶镁盐和钙盐形成，导

致导管腔的结壳和阻塞（图 2）。直到最近，导管结壳的预测

都一直存在很大问题。但是，我们的研究已经促使氨传感器

的开发，使用一种可以与导尿管在同一直线上安置的硅酮基

材料。 

  传感器检测尿素酶对尿素作用产生的氨和 pH 变化，导致可

见的颜色变化。 

重要性：医疗护理相关感染（HCAI）的定义是在患者与医疗

护理系统接触后出现的感染。这些感染不仅包括医院患者获

得的感染，还包括家庭护理和疗养院护理产生的感染。人们

认为，英国将近 10％ 的患者患有 HCAI。值得关注的是 
HCAI 经常发生在脆弱或虚弱的个体身上，造成患者发病率

和死亡率升高，以及医护服务供应方的相关成本增加。世界

各地都认识到 HCAI 的重要性，在威尔士，威尔士议会政府

于 2004 年首次发布了应对 HCAI 的战略，其关键目标是降

低威尔士的 HCAI 发病率。 
所有 HCAI 中最普遍的是 CAUTI，其在全球占所有 HCAI 
的 40％。留置导尿管的使用是医院和疗养院中尿液潴留和失

禁的标准治疗。据估计，全世界有超过 1 亿个导尿管用于超

过 100 万个 CAUTI 相关发病。由于这种高发生率，相关的

财务费用很大，仅在美国，CAUTI 的年度管理就被认为需要 
4.5 亿美元。鉴于英国社会日益老龄化，这种成本很可能在

未来几年只会增加。由奇异变形杆菌的结晶生物被膜引起的

导尿管堵塞是尤其麻烦，因为伴随着疼痛的膀胱膨胀，可能

发生严重的并发症，包括急性肾盂肾炎，牙结石的形成和菌

血症。到现在为止，该问题的管理一直是在问题出现后才处

理。然而，随着这种新型传感器的出现，临床医生将有机会

在出现临床症状之前预测和管理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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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气管内管上扫描细菌生物被膜的电子显微照片 

图 2 显示结晶生物膜堵塞导尿管腔的扫描电子显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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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W Williams 教授 
WilliamsDD@cardiff.ac.uk 

+44 (0)29 2251 0654 

 重要出版物： 
Mariyaselvam, M. et 
al.2017.Endotracheal tubes 
and fluid aspiration:An in vitro 
evaluation of new cuff 
technologies.BMC麻醉学，

17:36。 
完整清单见：www.cardiff. 
ac.uk/people/view/39506- 
williams-david 

 
威廉姆斯教授（DW）是口腔和生物医学科学研究主题的领导者，并且是微生物疾病研究小组的主要研究

者。 
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微生物生物被膜和人类感染。超过 65％ 的医院感染源自生物被膜，其治疗问
题很严重，因为它们对抗菌剂有很高的抵抗力。意料之中，鉴于全球对抗菌素耐药性问题出现的担忧，
生物被膜研究非常重要且及时。正在进行的项目正在研究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导管相关尿路感染和假牙

口腔炎中的生物被膜。他可以接触一家专门的生物被膜研究实验室，该实验室可容纳一系列流动池和生
物反应器，以实现生物被膜的研究。 

 

 

 

 Mike Lewis 教授 
LewisMAO@cardiff.ac.uk 

+44 (0)29 2074 2541 

 重要出版物： 
Marino P, et 
al.2017.Community analysis 
of dental plaque and 
endotracheal tube biofilms 
from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J Crit Care 
39:149-155. 
完整清单见：www.cardiff. 
ac.uk/people/view/39465- 
lewis-michael 

 Lewis 教授（ML）是牙医学院口腔医学方面的教授。他曾担任牙科主任和牙医学院院长 (2010-2017)。
他是 Cardiff & Vale University 健康委员会牙科临床委员会主任。他是口腔医学顾问，拥有 NHS 荣誉职

位。 

 

30 年多年来，他的研究兴趣涉及口腔细菌，念珠菌和病毒感染的临床和实验室方面。Lewis 教授涉及呼吸机相关肺炎和义齿性口
炎（红斑念珠菌病）中的生物被膜。此外，他目前正在进行积极的研究，探讨在威尔士的初级牙科护理实践中适当使用抗微生物药

物的情况，以及在英国二级护理牙科医院开具用于治疗或预防牙齿感染的抗生素。 

 

 

 

 Mark Waters 教授 
WatersMG@cardiff.ac.uk 

 重要出版物： 
Payne, T et al.2015.The 
evaluation of new 
multi-material human soft 
tissue simulants for sports 
impact surrogates.J Mech 
Behav Biomed Mater 
41:336-56. 
完整清单见：www. 
cardiff.ac.uk/people/ 
view/183030 

 
Mark Waters 是生物材料方面的教授和 MBI (Wales) Ltd 的董事，这是一家研发负责人大学分拆公司，

专门从事定制有机硅弹性体的配方。 
他在生物材料领域拥有超过25年的经验，尤其是在开发新型有机硅弹性体材料方面经验丰富。最近的研

究集中在用于检测细菌感染早期发生的抗微生物有机硅材料和生物感应器的开发。这项工作已经产生了
一种专利传感器，它可以早期预警由于膀胱中尿素酶产生细菌的普遍存在而导致的即将发生的导尿管阻
塞。 

 

 

 

 Xiao-Qing Wei 博士 
WeiX1@cardiff.ac.uk 

+44 (0)29 2074 4529 

 重要出版物： 
Shi GN, et al.2017.Enhanced 
antitumor immunity by 
targeting dendritic cells with 
tumor cell lysate-loaded 
chitosan nanoparticles 
vaccine.Biomaterials 
113:191- 202. 
完整清单见：www.cardiff. 
ac.uk/people/view/39509- 
wei-xiao-qing 

Xiao-Qing Wei 博士是高级讲师。他拥有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学士学位，并在北京佑安医院担任临床医师。随后他在英国格拉斯哥

大学获得免疫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一直是博士后研究员，直到 2004 年搬到卡迪夫。 
细胞因子通过调节宿主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在控制传染性和炎性疾病的结果中起关键作用。我的研究集中在理解一些重要的促炎
细胞因子如 IL-18、IL-12、IL-23、IL-27 和新的抗炎细胞因子 IL-35 在疾病过程中的作用，以找到调节用于疾病治疗的宿主免疫
应答的实际方法。 

 

 

 

 Melanie Wilson 博士 
WilsonMJ@cardiff.ac.uk 

+44 (0)29 2074 2548 

 重要出版物： 
Sands, KM et 
al.2017.Respiratory pathogen 
colonization of dental plaque, 
the lower airways, and 
endotracheal tube biofilms 
dur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J Crit Care 
37:30-37. 
完整清单见：www.cardiff. 
ac.uk/people/view/39519- 
wilson-melanie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QUB) 理科学士；（荣誉）医学微生物学学士；伦敦“牙科手术机构”研究员；威尔
士大学医学院博士；皇家病理学学院研究员。MRC临床研究员；目前担任口腔微生物学高级讲师和荣誉
顾问。 

 

我的研究的主要焦点是分子方法在研究复杂微生物群落中的应用，包括牙菌斑，慢性伤口微生物群，与口腔癌相关的细菌，以及最
近涉及的社区和呼吸机相关肺炎的生物被膜。其他研究兴趣涉及口面感染中的抗微生物耐药性，益生菌及其产物的抗微生物和抗菌
膜作用，以及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例如微需氧链球菌与细胞外基质组分和具有宿主组织的念珠菌物种之间的作用。我的研究的主
要焦点是分子方法在研究复杂微生物群落中的应用，包括牙菌斑，慢性伤口微生物群，与口腔癌相关的细菌，以及最近涉及社区和

呼吸机相关肺炎的生物膜。其他研究兴趣涉及口面感染中的抗微生物耐药性，益生菌及其产物的抗微生物和抗菌膜作用，以及宿主
病原体相互作用，例如微需氧链球菌与细胞外基质组分和具有宿主组织的念珠菌物种之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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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 
•  阐明间充质干细胞生物学；了解其异质性和利用其刺激

矿物质组织形成（骨和牙质）的能力。 
•  开发与骨传导生物活性物质和抗微生物制剂的递送相关

的新型针对性的技术，以促进矿化组织更好地修复。 
口腔的矿化组织对整体功能和面部美学都很重要。间充质干

细胞（MSC）在促进矿化组织修复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MSC
分化为造骨细胞或类似成牙质细胞的细胞以分别合成骨或修

复性牙质。牙髓间 MSC 作为一种细胞源显示了巨大的前

景，不仅用于骨和牙质修复，还可用于神经、肌肉、软骨、

心脏和肝脏等其他组织。 
我们的研究对 MSC群体的异质性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些群

体在合成骨骼，牙质和其他组织类型方面的能力各不相同，

提供 MSC 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此外，修复是由多种生物活性生长因子协调的，这些生长因

子可能是由 MSC 产生的。此外，牙质内的基质蛋白也被确

立为骨和牙质修复的有效刺激物。这些生物活性因子源可用

于在修复受损的情况下恢复无效的信号 - 与糖尿病、骨质疏

松症等疾病以及衰老的一般结果相关。 
为了支持这些研究，我们开发了 3D 器官培养模型，以提供

高通量模型系统，用于模拟组织修复过程并解决生物工程领

域的 3Rs。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考虑口腔内的微生物负荷，其导

致支持牙齿的牙质/牙髓和骨骼易受病理性破坏且会阻止成

功修复。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开发旨在消除这些细菌感染

问题的新型定向递送技术。 

  2017 年的亮点： 
•  牙质基质蛋白可在治疗水平成功并入靶向脂质体递送系

统中，以诱导趋药性牙髓干细胞募集，骨修复素基因表

达的上调和用于修复性牙科的生物矿化。 
•  我们已经为我们的专利脂质体抗菌骨水泥技术在商业生

产规模上建立了生产方法，并通过优化冷冻干燥方案延

长了产品的储藏寿命。该技术目前处于监管批准测试的

临床前阶段，目标是在未来 5 年内将产品投入临床。 
 

 

 
相关研究中心： 
Sloan 教授、Waddington 教授和Ayre 博士都是卡迪夫大学

纳米微脂囊网络，卡迪夫组织工程与修复研究所的成员和英

国关节炎研究生物力学和生物工程卓越中心的准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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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 
组织 
我们的研究重点是了解修复和维持矿化组织的功能完

整性的生物学过程及其对损伤的反应和相关病理。凭借

在细胞生物学、基质生物学、生物材料科学和临床牙科

方面的研究专业技术，我们的目标是利用我们的知识和

专业技术开发组织修复和再生的新方法。 
http://www.cardiff.ac.uk/research/explore/research-un
its/mineralised-tissue-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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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总结： 

用于抗菌剂和生长因子的脂质体递送系统： 

Melling, G.et al., 2018.J Tissue Eng Part A. In Press.Nishio 
Ayre, W.et al., 2016.J Biomed Mater Res B Appl Biomater 
104(8):1510-1524. 

背景：脂质体是封闭含水空间，由双层脂质分子组成的囊泡

（图 1）。脂质体用作药物载体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
代初，并从此被广泛用于递送抗癌药物，抗微生物剂，螯合

剂，类固醇，疫苗，蛋白质和遗传物质。这是由于它们具有

生物相容性，循环时间长，包封亲水性和疏水性治疗剂的能

力以及根据大小，电荷和组成而改变的能力。从骨科和牙科

材料递送治疗剂的现有方法是有限的，并且经常受到释放特

性差和机械性能降低的影响，通常需要高剂量以达到治疗效

果。特别是由于抗生素抗药性的提高，递送抗生素时释放特

性差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类似地，有效递送生长因子通常

由于缺乏靶向释放和生物降解而受到阻碍。因此，我们目前

的研究集中在使用脂质体来增强牙科和整形外科应用中抗生

素和生长因子的局部递送。 

发现：我们开发了一种将脂质体纳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接

合剂的新型专利方法。这种技术导致在 60 天的延长期内释

放庆大霉素硫酸盐抗生素的量显著增加（22％，而商用接合

剂为 9％）。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该系统对断裂韧性和疲劳裂

纹增长速率的改进。递送系统的优化还揭示了带正电荷的脂

质体进一步增强了抗体对抗临床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

菌活性，细菌往往牵涉关节置换失败。 
该系统随后应用于牙科修复材料，因为我们的研究小组之前

的研究强调将三氯生和氯己定纳入玻璃离子水门汀中会对机

械性能产生负面影响。通过改善药物材料的相互作用，脂质

体能够克服这些限制。 

   
 
 
 
 
 
 
 
 
 
 
 
 
当尝试从热固性甲基纤维素水凝胶递送疏水三氯生时，出现

类似的结果。有趣的是，当水凝胶作为粉末掺入时，水凝胶

不能释放三氯生，然而，脂质体允许长期释放发生，而且对

粘弹性和凝固性质的影响最小。这突出表现在对 S. 
anginosus 和 E. faecalis，与牙髓炎和根管感染相关的细菌

的抗菌活性增加。 

当研究不同脂质体组合物的成骨特性时，发现用磷脂酰丝氨

酸脂质体单独或与 BMP-2 共同使用来治疗人骨髓干细胞，

显著增加了成骨标记在关键时间点（例如 RUNX2，I 型胶原

蛋白，骨钙素和碱性磷酸酶）的显现。研究认为，磷脂酰丝

氨酸通过上调内源性 TGF-β1 表达而起作用，其继而增加细

胞表面上的 BMP 受体定位，并因此通过 SMAD 1/5/8 途径

加强典型信号传导。将 BMP-2 包裹到脂质体中也导致更大

的矿化结节的形成。包封去除矿物质的牙质基质（DDM）的

类似研究强调，DDM 脂质体在刺激牙髓干细胞（DPSC）时，

促进骨修复标计（骨钙素和 RUNX2）的上调，矿化和趋化

性（图 2）。 
重要性：研究已表明使用脂质体不仅增强生物材料的释放和

机械性质，而且当使用特定的脂质时，也诱导有益的细胞反

应。这项工作突出了这些递送系统的潜力，以预防感染并提

高牙科和整形外科植入物和程序的长期成功率。这最终将有

助于减少植入修整率，为医疗服务节省成本并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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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磷脂的两亲性允许其自然形成用于药物递送目的的双层结构和球形

囊泡（脂质体）。 

亲水极头 

 

疏水性脂肪酸链 

 

疏水疗法 
 
亲水疗法 
 

磷脂头基 
 

50nm 至 2-3μm 
 

对照 
TBS 脂 质

体 
100ug/mL DDM 脂
质体 

图 2 矿化结节的茜素红染色显示去除矿物质的牙质基质脂质体具有诱导牙髓干细胞的快速分化和矿化的能力。DDS，去除矿物质的牙质基质；

TBS，缓冲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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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chel Waddington 教授 

WaddingtonRJ@cardiff.ac.uk 

+44 (0)29 225 0647 

 重要出版物： 
Avery, S. et 
al.2017.Analysing the 
bioactive makeup of 
demineralised dentine 
matrix o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enhanced bone repair.Eur 
Cell Mater 34:1-14.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39516- 
waddington-rachel 

  1988 年利物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84年伯明翰大学生物化学理学学士（荣誉）。高级 Colgate 奖
（1990 年）和 MINTIG 矿化组织研究环游奖（1996 年）得主，均由英国牙科和口腔研究学会颁

发。前是口腔生物化学的非临床教授，Engagement, Enterprise and Innovation 的副董事；矿化
组织研究小组的联合领导者 

 

 
Waddington 教授拥有超过 30 年的骨骼和牙质生物学以及细胞外基质环境在驱动修复过程中的作用的相关研究经验。 

 

 

 

 
Alastair Sloan 教授 

SloanAJ@cardiff.ac.uk 

+44 (0)29 2251 0650 

 重要出版物： 
Alraies, A. et 
al.2017.Variation in human 
dental pulp stem cell ageing 
profiles reflect contrasting 
proliferative and 
regenerative 
capabilities.BMC Cell 
Biology 18:12.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39434- 
sloan-alastair-j 

  伯明翰大学医学与牙科学系细胞生物学博士（1997 年）；威尔士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理科学士（荣

誉）（1993 年）；伯明翰大学执教研究生课程（2002 年）。国际牙科研究协会 2011 年杰出科学
家青年调查员奖；英国社会口腔和牙科研究 MINTIG 研究环游奖（1998 年）。中国西安第四军医

大学和中国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客座教授。目前非骨科生物与组织工程非临床教授兼牙医学院院长；

矿化组织研究小组的共同领导。 

 

Sloan 教授的研究是多学科的，通过研究牙髓干细胞的表现和治疗用途和体外器官培养模型以及控制这些组织内的感染，

来聚焦矿物化组织的修复和再生。 
 

 

 

 Wayne Nishio Ayre 博士 
AyreWN@cardiff.ac.uk 

 重要出版物： 
Nishio Ayre, W. et al.2016.A 
novel liposomal drug 
delivery system for PMMA 
bone cements.J Biometer 
Mater Res B Appl 
Biomataer.104(8), 
1510-1524.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142785-nishio-
ayre-wayne 

  卡迪夫大学机械工程博士（2013 年）；卡迪夫大学医学工程学士，（2009 年）。The Worshipful 
Company of Engineers 的医学工程 Mercia Award 获奖者（2014 年）；英国骨科研究学会 — 国
际环游奖学金（2016 年）；卡迪夫组织工程与修复研究所的青年研究员奖（2015 年）；IADR-PER 
GSK 矿化组织小组奖（2014年）。目前担任牙医学院生物材料讲师。 

 

Ayre 博士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医疗设备和生物材料的设计，开发和测试上。 
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在于使用脂质涂层和递送系统来增强骨整合并防止整形外科植入物和聚合物的感染以及抗生素的牙科

材料组合的感染。 

 

 

 

 Leili Sadaghiani 博士 
SadaghianiL@cardiff.ac.uk 

+44 (0)29 2074 2455 

 重要出版物： 
Sadaghiani, L et 
al.2016.Growth factor 
liberation and DPSC 
response following dentine 
conditioning.J Dent Res 
95(11):1298- 307.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39423-sadaghi
ani-leili 

  伊朗马什哈德大学 DDS，1994 年；曼彻斯特大学理学硕士（恢复牙科/牙科材料），1997 年；

MFDS RCS（Eng），2001 年； FDS（Rest Dent）RCS（Eng），2010 年； 卡迪夫大学博士（组
织工程），2015年。获得3M ESPE /口腔和牙科研究基金牙科生物材料奖（2008 年），牙科手术学

院 Poster 奖（2010 年）和 GSK — 矿化组织小组奖（BSODR）（2013 年）。目前是恢复性牙

科的临床高级讲师/顾问。 

 

Sadaghiani 博士的研究兴趣在于牙髓生物学，牙科材料的生物学效应和牙髓干细胞和组织工程。她的研究活动集中于研究

牙质调理的影响，牙质衍生的生长因子的应用和釉基质蛋白对诱导修复性牙质形成的影响。研究是转化性的，并且关注重
要的牙髓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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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 

• 了解在健康和疾病期间口腔、皮肤和神经组织修复和再生的
机制。 

• 利用这一知识开发干细胞、制药、生物材料、生物电和其他
治疗策略，以促进整个身体的这些组织和其他组织中的伤口

修复。 

干细胞、伤口修复和再生的研究旨在提高我们对细胞的理解以及
对健康和疾病期间，调节口腔、皮肤和神经组织的修复和再生的

分子机制的理解。我们特别关注源自口腔和神经组织的间充质基

质细胞、神经嵴祖细胞和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基本细胞生物学。作
为实现对患者健康和福祉的影响的一部分，我们还关注外源干细

胞作为治疗急性和慢性疾病的临床疗法的传递和转化发展。 

其他关键研究领域利用我们对支持正常和异常伤口愈合过程的
相关机制的知识来开发制药、生物材料、生物电和其他治疗方法，
这些疗法恢复或增强内源性和外源性应用的细胞中的分子信号

事件和修复/再生响应， 从而使伤口愈合效果更成功。 
通过这些研究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推动新型、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的发展，从而克服现有伤口修复疗法的不足之处，并推动患者生

活质量的改善。 

  2017 年的亮点： 
• 利用微流体技术快速、有效地将牙髓和神经干细胞封装在

海藻酸盐 — 胶原微胶囊内。干细胞能够在体内和体外的
这种微胶囊内保留其生存力和神经分化能力。这为“受保护

的”干细胞移植提供了希望，干细胞移植可替代几种疾病中

的受损组织，包括脊髓损伤。(Hidalgo San Jose, L et 
al.2018 Tissue Eng Part C methods, in 
press.TEC2017.0368 in press.) 

 
 
 
 
 
 
 
 
 
 

• 建立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同种型（全长，NK1 和 NK2）
在介导口腔粘膜纤维细胞（OMF）增强的增殖、迁移和非

瘢痕性质中起到的关键作用。通过 siRNA 或转化生长因子 
β1（TGF-β1）使 HGF 表达沉默表明全长 HGF 和 NK1 
异构体主要介导增强的 OMF 伤口愈合反应，从而提倡将

其用作针对纤维病症的可用疗法（Dally，J等2017.Int j Moi 
Sci 18, 1843）。 

 
 
 
 
 
 
 
 
 

相关研究中心： 

Stephens 教授和 Moseley 博士是卡迪夫组织工程和修复研究
所（CITER）的创始成员，该研究所是国际公认的组织修复、再

生和康复领域中心，专注于跨学科研究，教育和临床实践： 
www.cardiff.ac.uk/cardiff-institute-tissue-engineering-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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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伤口修复&再
生 

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在生物学和物理学方面开展工作，

以了解如何操纵细胞来驱动软组织和硬组织成功修复和

再生。我们共同的兴趣包括干细胞生物学、药物开发、

生物材料和支持口腔和非口腔组织正常、受损和过度伤

口修复的机制。 
www.cardiff.ac.uk/research/explore/research-units/ 
stem-cells-repair-and-regeneration 

基质材料 

细胞 

形成液滴 

基质材料 

DPSC 第 1 
 

不规则生长 不规则生长+TGF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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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总结： 

Kindlin-1调节角质形成细胞电泳： 

Zhang, G et al.2016.Kindlin-1 regulates keratinocyte 
electrotaxis.J Invest Dermatol 136(11):2229-39. 

背景：Kindler综合征（KS）是由 FERMT1 中的致病

性突变引起的常染色体隐性起泡性皮肤病。该基因编码 
Kindlin-1，一种参与细胞外基质受体整联蛋白家族活化

的粘着斑蛋白。大多数 KS 病例显示角质细胞中的 
Kindlin-1 蛋白明显减少或完全消失，导致缺陷细胞粘

附和迁移。电场（EF）也可作为皮肤粘附和迁移的内在

调节因子，但发生这种情况的分子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发现：我们发现来自 KS 患者的角质细胞不能趋电（图 
1），并且这种缺陷通过过野型 kindlin-1 的表达得到恢

复，但不是携带阻止 kindlin — 整联蛋白绑定的 
W612A 突变的突变体（图 2）。此外，Kindlin-1的 
pleckstrin 同源结构域的删除也未能拯救 KS 细胞中

的趋电性，表明整联蛋白和脂质结合都是该功能所需

的。Kindlin-1 也是通过 EF 激活的 β1-整联蛋白在趋

电期间维持片状伪足突出所需的。事实上，β1 整联蛋

白的抑制也导致角质细胞中的趋电性丧失。 
重要性：我们描述了 kindlin-1 在维持角质细胞响应生

理性 EF 的定向迁移中的作用，并且证明 kindlin-1 与 
β1-整联蛋白的相互作用对于维持片状伪足处于前缘是

非常重要的，这对于实现 EF 介导的定向迁移的全生物

响应是必需的。 

   
 
 
 
 
 
 
 
 
 
 
 
 
 
 
 
 
 
 
 
图 1KS 细胞中的趋电性减弱。（a-c)图表明：（a）迁移定向，（b）轨迹速

度，和（c）正常人类角质细胞（NHK）和 KS 细胞的移位速度（根据两小

时的影像）。（d）有代表性的延时图像显示 NHK（上图）和 KS（下图）响
应所示 EF 的移动。轨道线表示迁移路径。（e）从起点 (0, 0) 开始呈现EF 
中约 200个 NHK（顶部图）和 KS（底部图）的细胞迁移轨迹从 0 到 200 
mV / mm 活动。 
 
Kindlin-1 可能通过 PI-3-K 接替局部信号以充分激活 
β1—整合蛋白，以在适用的 EF 方向稳定新形成的片

状伪足。研究 Kindlin-1 在趋电性中的功能不仅可以提

高我们对 KS 患者皮肤完整性的理解，而且可以提高

其他生物学过程（如胚胎发育，炎症和肿瘤细胞转移）

所需的定向感知和迁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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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种型  同种型  
同种型  

12G10 染色 12G10 染色 12G10 染色 图 2FACS 显示在（左） EF 处理的 
NHK 中的活性 1-整联蛋白的峰值荧
光增加，而不是（中） EF 处理的 KS 
细胞中的活性 1-整联蛋白的峰值荧光

增加；EF 处理的 KS_WT 比（右）
EF 处理的 KS 和 KS_MT 细胞的荧

光信号强得多。WT，野生型；MT，
突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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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 Stephens 教授 
StephensP@cardiff.ac.uk 

+44 (0)29 2074 2529 

 重要出版物： 
Roper, JA, et 
al.(2015).Ultrasonic 
stimulation of mouse skin 
reverses the healing delays 
in diabetes and aging by 
activation of Rac1.J Invest 
Dermatol 135:2842-51. 
完整清单见：www.  
cardiff.ac.uk/people/ 
view/39411-stephens- phil 

  利兹大学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理学学士（荣誉）； 利兹大学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博士。自 2008 
年起，卡迪夫大学细胞生物学教授。自 2013 年起，卡迪夫大学指定个人 HTA 研究许可证。自 
2015 年起，卡迪夫大学生物银行学术引领者。自 2016 年以来，卡迪夫大学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

学院 International&Engagement 的主任。自 2017 年起，欧洲组织修复协会（ETRS）主席。 

 

研究兴趣：口腔祖细胞生物学（分化调控，免疫抑制）；功能失调（慢性皮肤创伤）生物学；体外系统替代动物实验；活细

胞成像（体外和体内）。 
 

 

 

 
Bing Song 教授 

SongB3@cardiff.ac.uk 

+44 (0)29 2074 4182 

 重要出版物： 
Zhang, G et 
al.2016.Kindlin-1 regulates 
keratinocyte electrotaxis.J 
Invest Dermatol.136 
(11):2229-39.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39415- 
song-bing 

  中国中国医科大学医学博士（1995 年）。英国阿伯丁大学医学院博士（2004 年）。英国皇家学会

大学研究员（2005 年）。自 2009 年起，卡迪夫大学再生医学教授。英国文化协会全球创新倡议
奖（2014 年）。自 2017 年起任职卡迪夫大学牙医学院国际主任。 

 

研究兴趣：电信号调控干细胞生物学（迁移，增殖，分化）；电信号促进神经再生和修复（脊髓损伤和帕金森病）；再生神
经元与少突胶质细胞祖细胞的髓鞘再生；基于牙髓干细胞的生物工程纳米支架辅助组织工程；干细胞整合系统；角膜和视

网膜再生；电信号调节免疫和伤口修复。 

 

 

 

 Ryan Moseley 博士 
MoseleyR@cardiff.ac.uk 

+44 (0)29 2251 0649 

 重要出版物： 
McInnes RL, et 
al.(2014).Contrasting host 
immuno-inflammatory 
responses to bacterial 
challenge within venous 
and diabetic ulcers.Wound 
Rep Regen (2014), 
22:58-69.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39455- 
moseley-ryan 

  1991 年，斯旺西大学生物化学理学士（荣誉）；1996 年威尔士大学医学院口腔生物化学博士。自 
2008 年起，卡迪夫大学组织工程 CITER 硕士课程主任。自 2017 年起，卡迪夫大学组织修复专
业读者。 

 

研究兴趣：优势 正常 受损组织的修复（例如慢性伤口和糖尿病性骨骼）反应和纤维化（瘢痕疙瘩）的潜在机制；开发细

胞、生物材料和制药策略以用增强口腔 — 皮肤伤口愈合和减少疤痕；表征和开发牙髓干细胞（DPSC）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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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 
从人口角度进行研究，这将会： 

• 在威尔士及其他地区宣传牙齿健康和护理需求 

• 为有效的预防性牙齿护理提供证据基础 

• 改变口腔护理提供的方式，以最大限度地为患者和公

众带来益处。 

尽管过去三十年口腔健康有了巨大改善，但龋齿（蛀牙）仍

然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与大多数慢性健康疾病一样，

口腔疾病与社会和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口腔医疗保健条件的

不平等造成了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 

我们参与了一系列为改善口腔健康和护理提供循证医疗的研

究项目。尽管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威尔士，但是仍有许多

局部，全国性以及国际性的研究课题。 
我们与卡迪夫和瓦伦地方卫生局的同事、威尔士公共卫生局

的同事以及威尔士政府首席牙科官员的办公室进行密切合

作。我们向威尔士卫生保健研究所资助的初级和紧急护理研

究中心（PRIME）提供口腔卫生打包服务。我们还代表威尔

士政府和威尔士公共卫生部主办威尔士口腔卫生信息部门。 

  2017 年的亮点： 

• 我们完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预防性牙齿干预随机控

制试验之一 

• 我们在抗生素处方方面的工作赢得了英国社区牙科学研

究协会年会上的安迪安德森纪念奖 

• 我们围绕婴幼儿刷牙进行的工作在媒体 
www.bbc.co.uk/news/uk-wales-40827208 上广泛传播 

• 在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国际口腔研究会议上，我们汇报了

威尔士口腔健康项目的进展以及他们的有利成果 
 
相关研究中心： 
由Chestnutt教授领导的威尔士保健研究项目中的口腔保健工作由

基础紧急诊疗研究中心资助。这一多学科研究中心旨在通过以下方

式改善威尔士及全球人民健康福祉：对国家优先政策主题进行高质

量研究，国家优先政策有助于初级和紧急护理的证据基础；确保将

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和实践。 

www.primecentre.wales/ 
在口腔公共卫生部门，我们主持由 Maria Morgan 领导的威尔士口

腔卫生信息单位（WOHIU）。该单位通过威尔士公共卫生委托代表

威尔士政府，提供独立的专业咨询、质量保证、数据清理、数据验

证、口腔卫生信息分支。WOHIU和威尔士牙科流行病学协调员与社

区牙科服务和威尔士政府合作（通过首席牙科官员办公室和统计局

卫生统计和分析单位）进行调查。 
www.cardiff.ac.uk/research/explore/research-units/welsh-oral-hea
lth-information-unit 

 
 
 
 
 
 
 
 
 
 
22 

牙科公共卫生 

我们的研究侧重于口腔健康改善，涉及从预防性牙科技

术的临床试验到旨在进一步理解口腔卫生不平等并相

关解决方法的研究并提供牙齿护理。 
 
Www.cardiff.ac.uk/research/explore/research-units/ 
牙科公共健康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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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总结： 

密封或清漆？一项对照试验，以确定窝沟封闭剂和氟

化物清漆在预防龋齿方面的相对成本和效果。 
Chestnutt IG, et al.2017.Health Technol Assess 
2017;21(21) https://doi.org/10.3310/hta21210 

 

 

 

 

 

 

背景：研究已表明当与无治疗控制进行测试时，窝沟封闭剂

(FS)和氟化物清漆(FV)对于预防龋齿非常有效。但是，这些

干预的相关临床和成本效益目前仍不可知。 

目标：就6 至 7 岁儿童第一恒磨牙(FPM)，对比 FS 和 FV 
预防龋齿的临床和成本效益并确定儿童的接受能力。 

设计：一项随机对照分配盲法临床试验，具备两个平行项。 

设置：在南威尔士高度社会和经济贫困地区的学校使用流动

牙科诊所的针对性人口项目。 

参与者：1016 名儿童以 1：1 的比例随机接受 FS 或 FV。 

干预：基于树脂的齿面裂沟密封剂应用于无龋的 FPM 并保

持每六个月使用密封剂一次。在 3 年的过程中，在基线上每

隔 6 个月涂一次氟。 

主要结果度量方法：在 36 个月之后，四个治疗过的第一恒

磨牙中的 

  任何一个长出牙质龋齿的儿童（D4-6MFT）的比例。评估者

对治疗分配不知情。经济度量确定了 FS 和 FV 的成本和预

算影响以及这些技术的相对成本效益。定性访谈确定干预措

施的可接受性。 

结果：36 个月时，835 名儿童参与实验（82％），接受 FS 
的有 417 人，接受 FV 的有 418 人。与接受 FS（82 
[19.6％]）OR = 0.84（CI 0.59至1.21）p = 0.35相比，较少

一部分接受 FV（73 [17.5％]）的儿童的至少一个 FPM 发
展成牙质龋齿，FS和FV处理之间存在非统计学地显著差异。

当检查新腐烂的牙齿 OR = 0.86（CI 0.60 至 1.22）和牙齿

表面OR = 0.85（CI 0.59 至1.21）时，结果相似。试验保真

度很高，95％ 的儿童接受6次预定治疗中的5次或6次。在 36 
个月时，74％ 至 93％ 的密封剂（上部和下部牙齿）完好

无损。这两种技术的成本在两组之间显示出很小但统计上明

显的差异；FS 与 FV的 NHS 成本（包括干预成本）是 500 
英镑与 491 英镑），平均差为 68.13 英镑（95％ 可信区间 
5.63 — 130.63，p = 0.033），有利于 FV。预算影响分析表

明，使用 FV 与在此期间应用 FS 相比，每个儿童治疗的费

用节省了 68.13 英镑（95％  可信区间5.63-130.63，p = 
0.033）。研究对象在治疗和受访后完成可接受性评分。结果

这两种干预措施对儿童都是可接受的。没有出现副作用。 

结论：在利用流动牙科诊所并针对具有高龋齿风险的儿童的

社区口腔健康计划中，每年两次应用氟化物清漆预防龋齿，

与 36 个月后应用和维持齿面裂沟密封剂所获得的结果没有

重要差异。氟化物清漆价格更低。 

资金详情：该研究由 NIHR HTA 项目提供资金 Ref 
08/08/104/04。 

注册标识：EudraCT No:2010-023476-23 ISRCTN 
ref:ISRCTN1702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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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沟封闭剂 氟漆 

任何 FPM 上都没有龋齿  至少一个 FPM 上有龋齿  

窝沟封闭剂组  氟漆组  

干预组  

%
参
与

者
 

图：在干预组进行以后的  36 个月中，试验中任意  FPM 出现龋齿

（D4-6MFT）的儿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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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or G Chestnutt 教授 
ChestnuttIG@cardiff.ac.uk 

+44 (0)29 2074 6680 

 重要出版物： 
Chestnutt IG, et 
al.2017.Fissure seal or 
fluoride varnish?A 
randomised trial of relative 
effectiveness, J Dent Res 
96 (7), 754-761.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people/ 
view/39480-chestnutt-ivor 

  Ivor Chestnutt 是牙医学院牙科公共卫生学教授，卡迪夫和瓦勒大学健康委员会的荣誉顾问，并且

是牙科公共卫生专家。他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理学学士，1985 年），并获得了格拉斯哥大学的MPH
（1995 年）和博士（1992 年）学位。他拥有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1990 年和1998 年），皇

家格拉斯哥医师和外科医生学院（2003 年）和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学院（2002 年）的牙科手术和

牙科公共健康奖学金。Ivor 是公共卫生学院院士（2003 年）和高等教育学院院士（2006 年）。
他还是卡迪夫大学牙科医院的临床主任，也是牙医学院研究生课程主任。 

 

Chestnutt 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牙科保健服务研究，预防性牙科产品的临床试验和牙科流行病学。  
 

 

 Maria Morgan 
MorganMZ@cardiff.ac.uk 

029 2074 4612 

 重要出版物： 
Monaghan N. and Morgan 
M. 2017.What proportion of 
caries into dentine at age 5 
is present at age 
3?Community Dental 
Health 34, 93–96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39445- 
morgan-maria 

  玛丽亚摩根是一位具有学术和健康服务经验的公共健康专家。她领导着威尔士政府资助的威尔士口

腔健康信息单位的工作，该项目涉及评估全国儿童口腔健康促进计划“生而会笑”。她还为公共卫生
研究和教育做出贡献并兼职为公共卫生威尔士公共卫生专家。 

 

 
她的研究兴趣由三个主题构成：公共健康营养（继续早期研究）、公共卫生（普通和牙科）以及牙科流行病学。 

 

 

 

 Anwen Cope 博士 
CopeA1@cardiff.ac.uk 

+44 (0)29 2074 6553 

 重要出版物： 
Cope AL, et al.2016 Antibiotic 
prescribing in UK general 
dental practice: a 
cross ‐sectional 
study.Community Dent Oral 
Epidemiol 44:145-153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337589- 
cope-anwen 

  2009 年，卡迪夫大学的理科学士2015 年，卡迪夫大学的博士（医学）。2018 年，卡迪夫大学的

公共卫生学硕士。目前持有威尔士健康与护理研究临床研究时代奖。自 2015 年起，英国卡迪夫
大学牙医学院应用临床研究和公共卫生牙科公共卫生荣誉临床讲师。 

 

 
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使用抗生素来管理初级保健中的急性牙科问题以及影响牙科问题发作期间寻求治疗行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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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 

• 正畸 改善正畸治疗的计划和途径以活的经济和效果双收

益 
• 3D 成像为了充分解释面部变化（生物构成，解剖学，面

部表面形态和功能）以提供功能完善的生物力学头部模型

的信息，模型对于改善医疗干预，改善福利和量化面部磨

损的面部变化，面部识别/法医学和计算机界面行业具有

重要价值。 
 

   候补名单 
畸齿矫正候补名单的审查突出了畸齿矫正实践记录保存

方面的广泛变化，一些畸齿矫正医师的能力过剩，另一

些则治疗能力过低。我们建议候补名单在整个威尔士应

该标准化，并与卫生局共享信息。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

其他地区相比，畸齿矫正在北部和威尔士由年龄较大者

进行，这促使我们建议每年检查候补名单和开始治疗的

年龄，以追踪趋势并提高效率。 
 
 
 
 
 
 
 
 
 
 
 
 
 
 
 
 
 
 
 
 

2017 年的亮点：   
 

 畸齿矫正规定 
我们对 2008 年正畸规定的建议进行了回顾---综述：
gov.wales/topics/health/professionals/dental/ 
orthodontics 

畸齿矫正医师的数量已从 133 人减少到 82 人，同时评

估数量减少了 10,694，导致畸齿矫正治疗人数增加到

（n=669）共计 9660 人，费用为 13,385,493 英镑。总

之，畸齿矫正服务的成本效益已经大大提高。 

  

英格兰和威尔士各个地区进行评估（虚线）和治疗（实线）的个体比例。英

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治疗都在 6 到 9 个月内开始，并在 12 个月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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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和3D 成像 

我们是一小批多学科研究的分支，致力于解决畸齿矫正

和颅面发育，面部形状和形式方面的重要问题，并产生

广泛的影响。 
 
www.cardiff.ac.uk/research/explore/research-units/ 
orthodontics-and-three-dimensional-imaging-group 

伦敦起点  
中部和东部起点  
北部起点  
南部北部  
威尔士所有地区起点  

伦敦评述  
中部和东部评述  
北部评述  
南部评述  
威尔士所有地区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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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总结： 

基因型 - 面部表型关联 
Djordjevic J, et al., 2016.PLoS One 11(9):e0162250; 
Farnell D, et al.2017.Commun Comput Inform Sci 
723:674-85; Abbas H, et al., 2018.Comp Visual Media 4:17; 
Howe LJ, et al.2018. bioRxiv,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2018:255901. 

背景：虽然人脸的组成部分相同，眼睛，鼻子，嘴唇，脸颊，

前额和下巴，但这些部分的相对位置以及其各自的形状可能

存在很大差异。我们之前已经确定了遗传和环境与面部特征

的关联，这种关联将导致微妙的面部变化。 

种群差异 

发现：我们探索了 4 个种群（克罗地亚、英格兰、芬兰和威

尔士）的多层次主成分分析（mPCA）中的细微面部差异，

并确定了面部形状的细微模式，同时区分了性别和国家（图 
1）。 

 

 

 

 

 

 

 

 

 

 

 

 

 

 

 

使用测地距离将 3D 面部特征组合提供 89％ 的男性/女性

分类准确性。他们还表示，与鼻子相关的特征为性别分类提

供了区别最大的脸部特征，其中区别最大的特征沿着 3D 脸
部轮廓。 

在与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多中心合作中，我们使用双向孟德尔

随机化（MR）来检验非综合征性唇腭裂（nsCL / P）的遗传

易感性与涉及的面部表型具有因果关系的假设。 

  我们发现有力的证据，使用 nsCL / P 与人中宽度遗传重叠

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RS）；nsCL / PRS的 1 个标准偏差增

加与人中宽度减少 0.10mm 相关（95％ C.I.0.054，0.146；
P = 0.00002）。 

重要性：mPCA 有区分经历过不同治疗方式的人群中的细微

差异的潜力。 

基因型 - 表型关联 

发现：与布里斯托尔大学一起，我们首先发现了 PAX3 基因

与鼻根突出的关联，并随后成为了验证此领域未来全基因组

关联研究（GWAS）的先决条件。遗传因素可以解释超过 70％ 
的面部大小，鼻子（宽度，突出和高度），嘴唇突出和眼间距

离的表型面部变化。一些特征显示了潜在的显性遗传影响：

鼻子的突出和高度，与下巴和上唇人中长度相关的下唇突出。

对于下颌支骨高度和水平面部不对称状况，环境对面部变化

的影响似乎是最大的。 

此外，我们还与卡迪夫大学的 CUBRIC（Derek Jones 教
授），计算机科学（David Marshall 教授和 Paul Rosin 教授）

和工程学（Hanxin Zhu 博士）密切合作，来确定面部肌纤维

定位并开发积极的生物力学模型以模拟面部手术（图 2）。 

 

 

 

 

 

 

 

 

 

 

 

 

重要性：很显然，一些面部特征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并倾

向于从父亲或母亲或父母传递给他们的后代。父亲和子女面

部特征的遗传性目前正在由比利时鲁汶的 Peter Claes 进
一步探索，该研究由卡迪夫/库鲁大学合作计划提供资金。了

解遗传对面部形状的作用将最终使我们能够开发出更好的模

型来预测治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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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女性 

 

克罗地亚女性 

 

克罗地亚男性 

 

英国女性 

 

英国男性 

 

芬兰男性 

 

芬兰女性 

 

威尔士男性 

 
图 1 多层次主成分分析（主成分 1 vs 主成分 2）实心圆圈表示质心，

在质心处来自同一国家的女性和男性通过类似的轨迹线连接。 

预测的手术计划和结果（6 个月） 

绿色代表的差异小于 
0.8 mm 

图 2 手术预测 hml.cardiff.ac.uk/Play/1617；
https://itunes.apple.com/gb/book/3d-imaging/id974985609?m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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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 Richmond 教授 
RichmondS@cardiff.ac.uk 

+44 (0)29 2074 2451 

 重要出版物： 
Richmond S. Review of the 
Orthodontic Services in 
Wales 2008-09 to 2015-16, 
Cardiff University 14th Dec 
2016.(http://gov. 
wales/topics/health/ 
professionals/dental/ 
orthodontics/?lang=en).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 
39436-richmond-stephen 

  BDS (1979), DOrth, RCS (1984), MScD (1984), FDS,RCS (Ed) (1985), CHT, 
RCS (1989), PhD (1990), FDS. 

 

研究兴趣：通过3D面部成像整合正畸介入、治疗手段与结果收益的多学科联合治疗。  

 

 

 
Alexei Zhurov 博士 

ZhurovAI@cardiff.ac.uk 

+44 (0)29 2074 2447 

 重要出版物： 
Djordjevic J, et al.2016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Contributions to Facial 
Morphological Variation:A 
3D Population- Based Twin 
Study.PLoS 
One.1;11(9):e0162250.10.1
371/journal. pone.0162250.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 
39394-zhurov-alexei 

  俄罗斯，多尔戈普鲁德内，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应用数学学士学位（1988 年），

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应用数学硕士学位（1990 年）。俄罗斯莫斯科，IPM RAS，
应用数学博士，1995年。2001年至今，生物力学和三维成像应用研究和公共卫

生方面的研究员。 

 

研究兴趣：人体面部接触生物力学的三维分析，软组织的生物力学，有限元模拟。热传质理论和化

学流体动力学。非线性微分方程，精确解。动力系统，计算机代数 
 

 

 

 
Damian Farnell 博士 

FarnellD@cardiff.ac.uk 

+44 (0)29 2251 0618 

 重要出版物： 
Farnell, DJJ, et al.Initial 
results of multilevel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f 
facial shape.In Medical 
Image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21st Annual 
Conference, Springer, 
674-685.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 
39526-farnell-damian 

  1991 年，曼彻斯特大学，数学和物理系，理学学士（数学物理）。1994 年，曼彻斯特大学，数学

系，博士（“可积和不可积量子数组”）。1996 — 2003 年和 2007 — 2011 年，曼彻斯特大学、利
兹大学、慕尼黑大学和科隆大学，博士后助理研究员。2003 — 2006 年，利物浦大学，皇家利物

浦大学医院信托基金会，圣保罗眼科单位，眼科成像讲师。2011 — 2014 年，南威尔士大学，数

学与统计学系，数学高级讲师。自 2014 年起，卡迪夫大学，牙医学院，医学统计高级讲师。 

 

医学影像与影像处理，教育学研究，尤其涉及数学与统计教学，数值生物模拟，量子磁学，量子多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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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 

• 了解酒精滥用和暴力的原因和影响，以在日常生活中用

于预防酒精滥用和暴力 

• 与服务提供商合作来评估酒精相关危害和暴力预防举措 
— 卫生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刑事司法机构，地方政府

和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 

• 评估旨在减少酒精滥用和暴力的心理、社会和经济影响

的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 

• 将有效的创新转化为地方、国家和国际的政策和实践。 
酒精和暴力研究小组利用卡迪夫大学各领域的专业知识。该

小组的实力和声誉来自精神病学、公共卫生、牙科、刑事司

法、警察、心理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等领域

的跨学科研究；及其对政策和酒精相关危害和暴力预防的创

新和贡献的广泛记录。 
 

  2017 年的亮点： 

•  在《公共卫生期刊》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每天饮

酒超过一个英国标准单位的酒精对认知表现是有害的，

而且在老年人群中更为明显。 

•  酒精中毒管理服务的概念和例子以及服务评估项目的概

要将在《急诊医学期刊》上发表，并用于讨论 NHS 英
格兰在 2018 年在英格兰各地建立这些服务的计划。 

•  皇家医学院院校，特许教学学院和警务学院已经签署并

发布了一份“大宪章”证据，该证据声明这些机构希望所

有成员在他们的学校中充分考虑证据和证据知情指导其

对个人和组织的日常决定和建议。 

•  《公共卫生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青春期女孩

遭受暴力相关伤害的可能性在贫困地区比富裕地区的女

孩高六倍。 

相关研究中心： 
Simon Moore 教授是犯罪和安全研究所的联合主任，该研究所从大学的警

察科学研究所，酒精和暴力研究小组以及数据和知识工程小组获取专业知

识。 
www.cardiff.ac.uk/crime-security-research-institute 
酒精和暴力研究小组还与 DECIPHer 以及公共健康改善综合干预发展和评

估中心密切合作。DECIPHer 特别关注制定和评估多层次干预措施，这些干
预措施将对儿童和年轻人的健康和福祉产生影响。 

decipher.uk.net/ 

  Page et al., 2017.J Public Health, in press (doi:10.1093/pubmed/ fdx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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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和暴力 

通过对酒精相关危害和暴力的实际研究，我们的领先学

者---领先的学术条件，帮助了解，监测和缓解酒精相关

危害和暴力行为的原因。 
www.cardiff.ac.uk/violence-research-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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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总结： 

评估与酒精相关的出勤率（EDARA）：酒精中毒管理服务

（AIMS）的评估。 

Irving, et al.2017.Emerg Med J, in press 10.1136/ 
emermed-2016-206451 

背景：英国的急诊服务面临酒精中毒患者带来的沉重负担。

在高峰时段，急诊部门的出勤---急诊患者中 70％ 与酒精有

关。2008 年至 2014 年期间，英格兰 ED 因酒精中毒出勤

次数将近增长了一倍。与酒精有关的出勤---酒精相关的就诊

可能会导致临床环境变差，降低医生的生产力并增加工作人

员的压力和挫折感，从而对治疗产生不利影响。大多数酒精

中毒案例可以不经治疗就解决，或者只需要观察和简单的支

持治疗。在较低依赖性环境中可能会更有效地管理患者。酒

精中毒管理服务（AIMS）旨在接收，治疗和监测通常使用 999 
救护车和急诊科的中毒患者（图 1）。EDARA 项目评估 
AIMS 的可接受性，有效性和成本效益，包括对主要利益相

关者的观察和访谈，对使用 AIMS 的人和使用 ED 的人进

行问卷调查（因为他们可能通过减少共享等待区域中醉酒人

数而受益），AIMS 活动和结果分析，救护车服务和医院关键

绩效指标比较。 

   
 
 
 
 
 
 
 
 
 
 
 
 

目前的结果：对 AIMS 用户的访谈显示大多数人认为 AIMS 
的员工和环境适合他们的需求水平。受访者似乎很欣赏员工

在安抚和管理个人患者和朋友方面的特殊沟通技巧。一些 
AIMS 用户强调了对患者出院相关的时间和风险方面的担

忧。调查受访者表示，对 AIMS 提供的各项护理的满意度都

很高。与其他地方的 ED 治疗或回家相比，大多数人更愿意

接受 AIMS 治疗。总体来说，AIMS 提供了一种用户可接受

的 ED 出勤的替代方案。但是，提供的服务有显着的变化。 

重要性：英格兰 NHS 负责人 Simon Stevens 表示他打算

在 2018 年在英格兰的城市建立更多的 AIMS，评估项目的

结果将有助于使这样的计划成形。 

 

图 1 移动 AIMS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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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on C Moore 教授 
MooreSC2@cardiff.ac.uk 
+44 (0)29 2074 4246 

 重要出版物： 
Irving, A.et 
al.2017.Managing 
alcohol-related attendances 
in emergency care: can 
diversion to bespoke 
services lessen the 
burden?Emerg Med J 
35(2), 79-82.(10.1136/ 
emermed-2016-206451)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 
ac.uk/people/view/39454- 
moore-simon-c 

  犯罪和安全研究所联合主任，由威尔士卫生部长公开任命为威尔士政府顾问，负责有关酒精滥用和

药物滥用的事宜。 
 

我的研究目标是转化基础层次的基础科学，并将其应用于现实世界，以改善社会安全及健康。我的工作是多学科的，涉及

心理学、神经科学、经济学、医学、公共卫生和其他学科，通常涉及从业者和决策者。这些项目的共同目的包括：是直接

为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和进行实施试验等进一步工作。研究方法包括“大数据”数据联动项目，随机对照试验，计算机建模
和仿真等多种方法。 

 

 

 

 
Jonathan Shepherd 教授 
ShepherdJP@cardiff.ac.uk 
+44 (0)29 2251 0650 

 重要出版物： 
Shepherd JP and Sumner 
SA, 2017.Policing and 
public health - Strategies for 
collaboration.JAMA 
317(15):1525-26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39410- 
shepherd-jonathan 

  口腔颌面外科教授。澳大利亚迪肯大学荣誉教授。由内政大臣任命为内政部科学委员会医学科学院

院士。英国内阁办公室的独立成员什么是工作委员会。威尔士政府的部长级暴力侵害妇女咨询委员
会 NHS 代表。特许教学学院的创始人受托人。 

 

我对临床决策，社区暴力和证据生态系统的研究为临床和公共政策以及立法做出了许多贡献。在我的发现的推动下，我领
导开发了典型社区安全合作伙伴关系，我继续担任主席，并在1998年“犯罪与混乱法”中作为模型使用，该法令规定必须在

整个英国建立此类合作伙伴关系在其中。 

 

 

 

 Vaseekaran Sivarajasingam 博士 
Sivarajasingam@cardiff.ac.uk 
+44 (0)29 2074 2441 

 重要出版物： 
Sivarajasingam, V.et 
al.2017.Injury resulting from 
targeted violence:An 
emergency department 
perspective.Crim Behav 
Ment Health, in press 
(10.1002/cbm.2066) 

完整清单见： 
www.cardiff.ac.uk/ 
people/view/39421- 
sivarajasingam-vaseekaran 

  口腔颌面外科学高级讲师。英格兰和威尔士急救部门国家暴力监视网络主任。威尔士政府急救数据

集实施小组的核心成员。 
 

 
我的研究包括对公共空间闭路电视的评估和使用急救部（ED）记录对暴力伤害的衡量。这项工作展示了此项用途的医院数
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由此，我使用与社会经济、伤害和酒精相关的数据研究暴力行为。我是英格兰和威尔士 117 个 ED 
的国家暴力监督网络（NVSN）的主任，该网络自 2000年 以来提供了暴力相关伤害趋势的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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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Mafalda Reis 

论文题目： 
Autoantibodies that drive 
extraintestinal manifestations 
of gluten-related disorders 
are developed in the gut 

导师：Daniel Aeschlimann 和 
Xioa-Qing Wei 博士 

  

 

Nor Azlida Binti Mohd  Nor  
论文题目： 
The impact of a reduction in 
fluoride concentration in the 
Malaysian water supply on 
the prevalence of fluorosis 
and dental caries 

导师：Ivor G Chestnutt 教授、 
Barbara Chadwick 教授和 
Damian Farnell 博士 

总结： 

谷蛋白敏感性影响着西方约 1％ 的人口，摄入谷蛋白引起易

感个体（腹腔疾病）小肠中的自身免疫反应。然而，谷蛋白

敏感性可以表现出与肠炎相关的症状/表现，包括神经功能缺

陷，如共济失调和神经病。然而，谷蛋白敏感性可以表现出

与肠炎相关的症状/表现，包括神经功能缺陷，如共济失调和

神经病。 

谷蛋白相关疾病的标志之一是对转谷氨酰胺酶 2（Tg2）和

其他 TG 同工酶的强烈 IgA 自身抗体反应。一种这样的同

工酶 TG6 主要由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的子集来表达并

且与已经涉及发病机理的 TG2（腹腔疾病中的自身抗原）的

酶性质相同。先前的研究还将 TG6 鉴定为由谷蛋白敏感性

引起的小脑性共济失调患者的免疫应答的主要目标，而与肠

参与无关。 

该项目旨在开发对与肠道外疾病表现相关的自身抗体发展的

机械理解，并确定 TG6 的自身抗体发展是否与 TG2 一起

发生，即在肠中，还是具有独立起源。首次检测的肠道活组

织检查分析发现 TG6 反应性 B 细胞和浆细胞存在于谷蛋

白相关疾病患者的肠粘膜中，但不存在于无关的疾病对照组

的患者中。此外，天然免疫细胞被确定为肠道水平 TG6 的
可能来源。 

这些发现表明，在肠道中形成致使谷蛋白相关病症的肠外表

现的自身抗体，这进一步支持了小肠中的 B 细胞/浆细胞处

于发病机制的中心阶段。 

  总结： 

由于水氟化导致的氟中毒水平日益增加，人们对此的担心使

马来西亚公共供水中氟化物浓度从 0.7 ppm 降至 0.5 ppm。

本研究调查了这一政策决定对儿童氟斑牙和龋病患病率和严

重程度的影响。这项研究涉及马来西亚氟化和非氟化地区 9 
岁和 12 岁的终身居民（n = 1155）。在氟化区域，12 岁和 9 
岁儿童在上颌中切牙发育时分别接触 0.7 和0.5 ppm。采用 
Dean 标准对上颌中切牙的标准化照片进行氟中毒盲法评

分。使用 ICDAS II 标准检查龋齿。 

在氟化地区儿童中氟中毒的发生率（Dean 的评分≥2）
（35.7％，95％CI：31.9％ - 39.6％）显著高于非氟化地区

儿童（5.5％，95％CI：3.6％-7.4％）。在氟化地区，氟中毒

患病率从 12 岁儿童的 38.4％（95％CI：33.1％- 44.3％）

降至 9 岁儿童的 31.9％（95％CI：27.6％ - 38.2％），尽管

这种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139）。两个年龄组在恒牙

期中，氟化区域的平均患龋状况明显低于非氟化面积（p 
<0.05）。在多变量模型中，氟化和非氟化区域之间的患龋状

况差异的不同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龋齿预防效果仍

然保持在 0.5ppm。 

研究结果表明，氟化物水平从 0.7ppm 变为 0.5ppm，降低

了氟中毒并保持了龋齿预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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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annon Griffiths 
论文题目： 
Novel biomarkers for 
arthritis:The role of P2X7 
receptor in transglutaminase 
2 export and activation 

导师：Daniel Aeschlimann 教
授和 Arwyn Jones 教授 

  

 

Daniel Morse 
论文题目： 
假牙丙烯酸生物被膜：微生物

组成，相互作用和感染 

导师： 

David Williams 教授、Melanie 
Wilson 博士、 Xiao-Qing Wei 
博士和 Michael Lewis 教授 

总结： 

转谷氨酰胺酶 2(TG2)介导的细胞外蛋白质组装体的稳定在

组织修复中具有关键作用。TG2 以几种方式修饰蛋白质，包

括目标谷氨酰胺残基的转酰胺基，酯化和脱酰胺基。有证据

表明 TG2 在骨关节炎中的表达和活性增加，这可能导致产

生蛋白质修饰，提供疾病的生物学标记。细胞释放 TG2 的
机制控制着其细胞外活性，是非常规和神秘的。我们的小组

首次在 TG2 输出中牵涉 P2X 7 受体的激活[1]。P2X7 受
体有几个激活状态；ATP 刺激引起离子通道开放，使膜去极

化和Ca
 2

+ 进入细胞。刺激延长产生膜孔活性，然而这种孔

的特性是未知的。在 HEK293 细胞中表达的 P2X7 受体中

的功能获得性突变显示来自细胞的增强的 TG2 外化，与增

加的孔活性相关，牵涉 P2X7 受体本身。硫氧还蛋白，一种 
TG2 激活剂，是共分泌的。为了证实我们在先天免疫细胞中

发现的生理相关性，将人外周血单核细胞分化为巨噬细胞并

评估 P2X7 受体介导的 TG2 输出。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调查

正在开始揭示一种新的分泌途径，它构成了由 TG2驱动的疾

病的新型治疗靶点。 

出版物: 

1.Adamczyk, M., Griffiths, R., Dewitt, S., Knäuper, V, and 
Aeschlimann, D. (2015).P2X7 receptor activation regulates 
rapid unconventional export of transglutaminase-2.J. Cell 
Sci.128(24). 

  总结： 

假牙相关性口腔炎（DS）影响多达 60％ 的假牙佩戴者，这

主要归因于假牙拟合表面上的生物膜中存在真菌白色念珠

菌。居民口腔细菌对这种疾病的作用尚不清楚，因此这项研

究旨在表征患有或不患有 DS 的患者的细菌口腔微生物群；

并评估混合种类生物被膜内细菌对白色念珠菌毒力的作用。 

口腔细菌与白色念珠菌在混合物种生物被膜中的共培养导致

白色念珠菌毒力因子的增强（与只有白色念珠菌的生物膜相

比），例如菌丝形成和水解酶的产生。这些生物膜还导致感染

模型中组织损伤增加，并导致大量的微生物侵袭。临床研究

发现，假牙表面的细菌微生物群具有高度相似性，但相对于

非吸烟者，患 DS 的吸烟者的假牙表面细菌生物群多样性减

少。在舌头样本中观察到独特细菌种类数量显著增加。 

细菌对念珠菌毒力的体外调节能力以及观察到的 DS 与非 
DS 患者之间的细菌种类差异突出了需要考虑 DS 发病机

制中口腔生物被膜的细菌组成。 

出版物: 

Morse DJ, Wilson MJ, Wei X, Lewis MAO, Bradshaw DJ, 
Murdoch C, Williams DW (2018).Denture-associated 
biofilm infection in three-dimensional oral mucosal tissue 
models.J Med Microbiol 67(3):364-75. 

Cavalcanti YW, Morse DJ, da Silva WJ, Del-Bel-Cury AA, 
Wei X, Wilson M, Milward P, Lewis M, Bradshaw D, 
Williams DW (2015).Virulence and pathogenicity of 
Candida albicans is enhanced in biofilms containing oral 
bacteria.Biofouling 31(1):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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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成就 
 

   

 

Helen Rogers 
论文题目：Candida and host 
cell interactions associated 
with colonisation and 
infection 

导师：David Williams 教授和 
Xiaoqing Wei 博士 

  

 

Paola Marino 
论文题目：Interaction of the 
Oral Microbiota with 
Respiratory Pathogens in 
Biofilms of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 

导师： 

David Williams 教授和 
Michael Lewis 教授 

总结： 

宿主免疫细胞通过模式识别受体，如 dectin-1，识别念珠菌。

免疫细胞产生细胞因子来驱动适应性免疫反应。出现的 T 辅
助（Th）细胞反应的类型是是否发生念珠菌定居或清除的重

要因素。 

这项研究的重点是采用体内和体外模型来评估对白色念珠菌

的免疫反应。基于细胞因子概况，在假牙口腔炎患者中，促

炎性 Th17 和 Th1 应答的增强是明显的。与对照组织相比，

在慢性增生性念珠菌病（CHC）组织中通过免疫组织化学

（IHC）检测到CD4 +，IL-12A +，IL-17A +和EBi3 +阳性免

疫细胞水平明显更高。这一发现表明 CHC 中 Th17 反应增

加。细胞中的单个细胞因子亚单位的 IHC 检测表明存在 
IL-35 和 IL-12 ，分别表明 Treg 和 Th1 细胞应答。用白

色念珠菌挑战人单核细胞系和人外周血单核细胞导致 IL-23 
表达，表明有 Th17 应答。 

将这些发现外推到宿主与念珠菌的相互作用需要额外的临床

研究。然而，这项研究表明，主机认识白色念珠菌导致主要

促炎 Th17 应答。 

出版物: 

Rogers H, Wei XQ, Lewis MAO, Patel V, Rees JS, Walker 
RV, Maggio B, Gupta A and Williams DW (2013).Immune 
response and candidal colonisation in denture associated 
stomatitis.J Clin Cell Immunol 4:178. 

Rogers H, Williams DW, Feng GJ, Lewis MAO, and Wei XQ 
(2013).细菌脂糖在增强白色念珠菌宿主免疫反应中的作用。
Clin Dev Immunol:320168. 

Wei XQ, Rogers H, Lewis MAO, and Williams DW 
(2011).The role of the IL-12 cytokine family in directing T 
cell responses in oral candidosis.Clin Dev 
Immunol:697340. 

  总结： 

机械通气（MV）患者存在感染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的

风险。在机械通气期间，口腔被呼吸道病原体（RP）占据，

并且气管内导管（ETT）促进口咽分泌物泄漏到下呼吸道，

同时也支持可能导致 VAP 的生物被膜。本研究旨在建立牙

菌斑和 ETT 生物被膜定植中口腔微生物（OM）与 RP之间

的关系以及限制 RP 定植的干预策略评估。 

通过培养和分子方法表征来自 MV 患者的牙菌斑，ETT 生
物被膜和非定向支气管灌洗液（NBL）的微生物组成。所有

这些位置都经常出现 RP。OM 出现在 ETT 和 NBL 中。

来自单个患者的这些位点的分离物从分子水平也被确定为相

同的菌株。NGS 显示牙菌斑和 ETT 生物被膜微生物组之间

没有显著差异。 

体外生物膜揭示 OM 增强 RP 定植和相关基因表达。在体

内研究中，发现牙刷和泡沫棉签在去除牙菌斑和改善 MV 患
者的口腔卫生方面同样有效。体外研究发现，尽管铜绿假单

胞菌耐受性很高，但氯己定在对抗生物膜方面是最有效的漱

口水。 

出版物: 

Marino PJ, Hannigan A, Haywood S, Cole JM, Palmer N, 
Emanuel C, Kinsella T, Lewis MA, Wise MP, Williams DW 
(2016).Comparison of foam swabs and toothbrushes as 
oral hygiene interventions in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 a randomised split mouth study.BMJ Open Respir 
Res 3(1): e000150. 

Marino PJ, Wise MP, Smith A, Marchesi JR, Riggio MP, 
Lewis MAO, Williams DW (2017).Community analysis of 
dental plaque and endotracheal tube biofilms from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J Crit Care 39:14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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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费 
补助概览 
在 2016 年 8 月到 2017 年 7 月财年间，我们的研究小组与其他机构共享 477.5 万英镑的研究经费，其中 19.64 万英镑分配

给了牙医学院。下图给出了本财年研究补助按部门区分的图表。 
 
 
 
 
 
 
 
 
 
 
 
 
 
 
 
 
 
 
目前的主要补助 
自 2014 年授予的且涉及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可观资助（≥500K）： 
● 医学研究委员会的 Moore S (co-I) 等人：“DECIPHer: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complex interventions for Public Health 
improvement.”£2,936K, 2014-18 

● 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的 Moore S (PI) 等人：“Alcohol 
misuse:Electronic longitudinal alcohol study in communities 
(ELAStiC).”£978K, 2015-18 

● 威尔士议会政府的 Chestnutt I (co-I) 等人：“Wales Centre for Primary 
and Emergency Care.”£2,700K, 2015-18 

● Moore S (PI)、Sivarajasingam V 等人、卫生部长：“An evaluation of 
alcohol treatment centres:Implications for service delivery, patient 
benefit and harm reduction” £740K, 2016-18 

● 英国关节炎研究机构的 Aeschlimann D (co-I) 等人：“英国关节炎研究

机构生物力学与生物工程中心”。£2,000K, 2016-20 
● 挪威研究理事会/AlgiPharma AS 的 Thomas、DW (co-I) 等人：

“Tailored OligoG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infectious biofilms.”NOK 
40,000K (£1,240K, Cardiff award), 2014-17 

● 挪威研究理事会/AlgiPharma AS 的 Thomas DW (co-I)、Hill KE (co-I) 
等人：“Treatment of chronic infective disease with alginate 
oligomer-based formulations.”NOK 48,000K (£394K, Cardiff award), 
2015-18 

 

新补助 
2016/17 财政年度授予员工的新补助（补助金每年超过 50K）： 
● 医学研究委员会的 Aeschlimann D (PI)、Dewitt S、Knäuper V：

“Converting targets into biomarker assays for osteoarthritis patient 
diagnosis and stratification.”£50K, 2016-17 

● 威尔士 Life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的 Aeschlimann D (PI)、
Dewitt S 等人：“A new angle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gluten 
related disorders.”£50K, 2016-17 

● Aeschlimann D (co-I) 等人、NC3Rs：“Mechanical loading in disease 
(MeLoDi).”£100K, 2017 

 

   
● 医学研究委员会的 Ferguson E：“Accumulation and nephrotoxicity of 

dextin-colistin conjugates.”£407K, 2016-2020 
● QBiotics Ltd 的 Moseley R (PI) 等人：”Elucidation of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action by which novel epoxy-tigliane 
pharmaceuticals promote preferential wound healing 
responses.”£252K, 2016-18 

● 医学研究委员会的 Moseley R (PI) 等人：“Repurposing ingenol 
mebutate as a novel pharmaceutical therapy for dermal 
fibrosis.”£50K, 2016-17 

● 惠康基金会的 Moseley R (PI) 等人：“Repurposing ingenol mebutate 
as a novel pharmaceutical therapy for dermal fibrosis.”£50K, 
2017-18 

● 英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的 Nishio Ayre W (PI)、Sloan A：
“Fluorophosphonate biofunctionalisation of biomaterials for 
orthopaedic applications.”£129K, 2016-2018 

● 威尔士议会政府的 Nishio Ayre W (PI) 等人：“Optimisation and 
toxicity testing of the liposomal drug delivery system for orthopaedic 
bone cement.”£74K, 2017-18 

● 威尔士议会政府的 Sloan A (co-I)、Wilson M (co-I) 等人：“Towards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dual action mucoadhesive patches to treat 
periodontal disease.”£74K, 2017-18 

● 威尔士议会政府 Life Science Hub 的 Stephens P：“Oral progenitor 
cells to treat acute kidney injury.”£75K, 2016-2017 

● QBiotics Ltd 的Thomas D (PI)、Hill K、Powell L、Pritchard M：
“Characterisation of novel therapeutics for the topical treatment of 
multi-drug resistant wound infections.”£284K, 2016-18 

● 威尔士议会政府的 Thomas D (co-I)、Powell L (co-I) 等人：
“Development of novel BMA-sulfobetaine nanoparticle delivery 
system to treat chronic wound infections.”£50K, 2017-18 

● Waddington R，与 Renishaw PLC 有知识转移关系：“To transfer and 
embed new knowledge to develop world-leading innovativ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for medical and dental prostheses, using 
robust assays that identify the behaviour of implant 
surfaces.”£212K, 2016-19 

● Philips GmBH 的 Waddington R (PI)、Nishio Ayre W、Sloan A：
“Effect of hydrogen peroxide and 456 nm light on dental 
tissues.”£61K, 2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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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补助： 新补助： 
英国政府和卫生部门 
 
 
研究理事会 
 
 
英国工业/商业/公立企业 
 
英国的慈善机构 
 
非英国的政府 
 
非英国工业/商业/公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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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研讨班发言人 

    

英国卡迪夫市卡迪夫大学医学院 Andrews R.：“Overview of 
Omics an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ranscriptomics 
(RNAseq), epigenetics and chromatin structure (ChIPseq, 
RRBS), variant discovery (exomeseq).” 

英国威布里治葛兰素史克 Bradshaw D.：“Dental 
Research:An Industrial & Consumer Perspective.” 

英国巴斯市巴斯大学药学和药理学系 De Bank P.：
“Bioactive matrices for tissue engineering and wound 
healing.” 

英国南安普敦市南安普敦大学生物工程科学研究小组 
Evans N.：“Nanoparticle delivery for bone repair.” 

  英国约克郡约克大学生物系 Genever P.：“Stem cells 
versus stromal cells:Disentangling MSC function.” 

中国香港大学生物医学院 Huang J.：“Bacteria engineering 
to understand biological patterns and tumour targeting.” 

比利时孔蒂赫市 Bruker MicroCT 的 Salmon P.：“Dental 
applications of microCT and the latest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s.” 

爱尔兰戈尔韦市爱尔兰国立大学 Modular & 
Development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REMODEL) 
Shologu N.：“Decellularisation of cell-synthesised matrices 
as a platform model across a range of clinical targets for 
drug screening purposes.” 

 

研究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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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夫大学医学创新和影响力奖” “卡迪夫组织工程和修复机构，年度科学会议，

最佳讲解报告” 
“卡迪夫组织工程和修复机构，2017 年度科学

会议，最佳讲解报告” 

“ 威尔士未来研究领袖项目 ”Welsh 
Crucible 

“英国口腔和牙科研究学会，科尔盖特高
级奖” 

“口腔和牙科研究信托基金研究奖” 

普利茅斯皇家医师和外科医生学院“TC 
White Lecture Award” 

“英国口腔和牙科研究协会，Unilever 
Poster Prize，表彰” 

“ESE Wladimir Adlivankine 
Research Prize，欧洲牙髓病学协会” 

“Roger Anderson Poster Prize” 英国

社区牙科学研究协会年会 (BASCD) 

先进疗法小组，牙医学院 NG Morris Elen Everett 

Wayne Ayre Daniel Morse Joshua Twigg 

Anwen Cope Joshua Twigg SS Virdee 

Anwen 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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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出版物 
Adamczyk M (2017).Transglutaminase 2 in cartilage homeostasis: novel links 
with inflammatory osteoarthritis.Amino Acids 49(3):625-633. 
doi:10.1007/s00726-016-2305-1. 
Adams R, Hamid L, Binney A, Claydon N, Farnell D, Griffiths B, and Thomas D 
(2017).A radiographic analysis of anatomical variation at the mandibular of 
intraoral bone harvesting.Oral Surg, in press doi:10.1111/ors.12304. 
Aeschlimann D, and Knäuper V (2017).P2X7 receptor-mediated TG2 
externalization: a link to inflammatory arthritis?Amino Acids 49(3):453-460. 
doi:10.1007/s00726-016-2319-8. 
Alemam AAH, Dummer PMH, and Farnell DJJ (2017).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oTaper Universal and ProTaper Next Used b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Prepare Root Canals.J Endod 43(8):1364-1369. 
doi:10.1016/j.joen.2017.03.038. 
Aleksenko L, Tettey Y, Gyasi R, Obed S, Farnell DJJ, and Quaye IK 
(2017).Maternal demographic and placental risk factors in term low birth weight 
in Ghana.J Preg Child Health 4:325. doi:10.4172/2376-127X.1000325. 
Aljawad A, Morgan MZ, Fairchild R, and Rees JS (2017).The erosive potential 
of sour novelty sweets.BDJ Team 4(6):17096. doi:10.1038/bdjteam.2017.96. 
Aljawad A, Morgan MZ, Fairchild R, and Rees JS (2017).Investigation of the 
erosive potential of sour novelty sweets.Br Dent J 222(8):613-620. 
doi:10.1038/sj.bdj.2017.363. 
Alraies A, Alaidaroos NY, Waddington RJ, Moseley R, and Sloan AJ 
(2017).Variation in human dental pulp stem cell ageing profiles reflect 
contrasting proliferative and regenerative capabilities.BMC Cell Biol 18(1):12. 
doi:10.1186/s12860-017-0128-x. 
Aresi G, Alfieri S, Lanz M, Marta E, and Moore S (2017).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motivations to study abroad scale (MMSAS) 
among European credit mobility students.Int J Intercult Relat, in press. 
doi.org/10.1016/j.ijintrel.2017.10.004. 
Avery SJ, Sadaghiani L, Sloan AJ, and Waddington RJ (2017).Analysing the 
bioactive makeup of demineralised dentine matrix o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enhanced bone repair.Eur Cell Mater 34:1-14. 
doi:10.22203/eCM.v034a01. 
Bakhtiar H, Mirzaei H, Bagheri MR, Fani N, Mashhadiabbas F, Baghaban 
Eslaminejad M, Sharifi D, Nekoofar MH, and Dummer P (2017).Histologic 
tissue response to furcation perforation repair using mineral trioxide aggregate 
or dental pulp stem cells loaded onto treated dentin matrix or tricalcium 
phosphate.Clin Oral Investig 21(5):1579-1588. 
doi:10.1007/s00784-016-1967-0. 
Bibars ARM, Al-Hourani Z, Khader Y, and Waters M (2017).Effect of thixotropic 
agents as additives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axillofacial silicone 
elastomers.J Prosthet Dent S0022-3913(17)30437-7, in press. 
doi:10.1016/j.prosdent.2017.06.014. 
Bishop FR, Li PHY, Zinke R, Darradi R, Richter J, Farnell DJJ, and Schulenburg 
J (2017).The spin-half XXZ antiferromagnet on the square lattice revisited:A 
high-order coupled cluster treatment.J Magn Magn Mater 428:178–188. 
doi:10.1016/j.jmmm.2016.11.043. 
Bovay A, Zoete V, Dolton G, Bulek AM, Cole DK, Rizkallah PJ, Fuller A, Beck K, 
Michielin O, Speiser DE, Sewell AK, and Fuertes Marraco SA (2017).T cell 
Receptor Alpha Variable 12-2 bias in the immunodominant response to Yellow 
fever virus Eur J Immunol, in press. doi:10.1002/eji.201747082. 
Chestnutt IG (2017).Changing patient behaviour – past successes, future 
challenges.Prim Dent Care 6(3 Suppl):16-21. 
doi:10.1308/205016817821930917. 
Chestnutt IG, Hutchings S, Playle R, Morgan-Trimmer S, Fitzsimmons D, Aawar 
N, Angel L, Derrick S, Drew C, Hoddell C, Hood K, Humphreys I, Kirby N, Lau 
TMM, Lisles C, Morgan MZ, Murphy S, Nuttall J, Onishchenko K, Phillips C, 
Pickles T, Scoble C, Townson J, Withers B, and Chadwick BL (2017).Seal or 
Varnish?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cost and 
effectiveness of pit and fissure sealant and fluoride varnish in preventing dental 
decay.Health Technol Assess 21(21):1-256. doi:10.3310/hta21210. 
Chestnutt IG, Playle R, Hutchings S, Morgan-Trimmer S, Fitzsimmons D, Aawar 
N, Angel L, Derrick S, Drew C, Hoddell C, Hood K, Humphreys I, Kirby N, Lau 
TMM, Lisles C, Morgan MZ, Murphy S, Nuttall J, Onishchenko K, Phillips C, 
Pickles T, Scoble C, Townson J, Withers B, and Chadwick BL (2017).Fissure 
Seal or Fluoride Varnish?A randomised trial of their relative effectiveness.J 
Dent Res 6(7):754-761. doi:10.1177/0022034517702094 
Chuenjitwongsa S, Oliver RG, and Bullock AD (2017).Developing educators of 
European undergraduate dental students:Towards an agreed curriculum.Eur J 
Dent Educ, in press. doi:10.1111/eje.12306. 

  Cole DK, van den Berg HA, Lloyd A, Crowther MD, Beck K, Ekeruche-Makinde 
J, Miles JJ, Bulek AM, Dolton G, Schauenburg AJ, Wall A, Fuller A, Clement M, 
Laugel B, Rizkallah PJ, Wooldridge L, and Sewell AK (2017).Structural 
Mechanism Underpinning Cross-reactivity of a CD8+ T-cell Clone That 
Recognizes a Peptide Derived from Human 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J Biol Chem 292(3):802-813. doi:10.1074/jbc.M116.741603. 
Cole DK, Fuller A, Dolton G, Zervoudi E, Legut M, Miles K, Blanchfield JL, 
Madura F, Holland CJ, Bulek AM, Bridgeman JS, Schauenburg AJA, Beck K, 
Evavold BD, Rizkallah PJ, and Sewell AK (2017).Dual molecular mechanisms 
govern escape at immunodominant HLA A2-restricted HIV epitope.Frontiers 
Immunol 8:1503. doi:10.3389/fimmu.2017.01503. 
Coulton S, Dale V, Deluca P, Gilvarry E, Godfrey C, Kaner E, McGovern R, 
Newbury-Birch D, Patton R, Parrott S, Perryman K, Phillips T, Shepherd J, 
Drummond C (2017).Screening for at-risk alcohol consumption in primary 
care:A randomized evaluation of screening approaches.Alcohol Alcohol 
2017:1–6. doi:10.1093/alcalc/agx017. 
Dally J, Khan JS, Voisey A, Charalambous C, John HL, Woods EL, Steadman 
R, Moseley R, and Midgley AC (2017).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Mediates 
Enhanced Wound Healing Responses and Resistance to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1-Driven Myofibroblast Differentiation in Oral Mucosal Fibroblasts.Int J 
Mol Sci 18(9):1843. doi:10.3390/ijms18091843 
De Leo L, Aeschlimann D, Hadjivassiliou M, Aeschlimann P, Salce N, Vatta S, 
Ziberna F, Cozzi G, Martelossi S, Ventura A, and Not T 
(2017).Anti-transglutaminase 6 autoantibody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celiac disease correlates with duration of gluten exposure.J Pediatr 
Gastroenterol Nutr 66(1):64-68. doi:10.1097/MPG.0000000000001642. 
Fairchild RM, Broughton D, and Morgan M (2017).Knowledge of and attitudes 
to sports drinks of adolescents living in South Wales, UK.Br Dent J 
222(12):931-935. doi:10.1038/sj.bdj.2017.542. 
Farnell DJJ, Galloway J, Zhurov A, Richmond S, Perttiniemi P, and Katic V 
(2017).Initial results of multilevel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f facial 
shape.In:Valdés Hernández M and González-Castro V (eds) Medical Image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MIUA 2017.Commun Comput Inform Sci, 
(Springer, Cham) 723:674-685. doi:10.1007/978-3-319-60964-5_59. 
Ferguson EL, Scomparin A, Hailu H, and Satchi-Fainaro R (2017).HPMA 
copolymer-phospholipase C and dextrin-phospholipase A2 as model triggers 
for polymer enzyme liposome therapy (PELT).J Drug Target 25(9-10):818-828. 
doi:10.1080/1061186X.2017.1358726. 
Fuller A, Wall A, Crowther MD, Lloyd A, Zhurov A, Sewell AK, Cole DK, and 
Beck K (2017).Thermal stability of heterotrimeric pMHC proteins as determined 
by circular dichroism spectroscopy.Bio-Protocol 7(13): e2366. 
doi:10.21769/BioProtoc.2366 
Gawel-Beben K, Ali N, Ellis v, Velasco G, Poghosyan Z, Ager A, Knauper V 
(2017).TMEFF2 shedding is regulated by oxidative stress and mediated by 
ADAMs and transmembrane serine proteases implicated in prostate 
cancer.Cell Biol Int 42, in press. doi:10.1002/cbin.10832. 
Generali C, Primozic J, Richmond S, Bizzarro M, Flores-Mir C, Ovsenik M, and 
Perillo L (2017).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the maxillary arch and palate 
in unilateral cleft lip and palate subjects using digital dental casts.Eur J Orthod 
39(6):641-645. doi:10.1093/ejo/cjx019. 
Grazziotin-Soares R, Nekoofar M, Davies T, Hübler R, Meraji N, and Dummer P 
(2017).Crystalline phases involved in the hydration of calcium silicate-based 
cements:Semi-quantitative Rietveld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Aust Endod J, in 
press. doi:10.1111/aej.12226. 
Harris J, Firth L, and Chadwick BL (2017).Clinical audit of children’s missed 
dental appointments in a city-wide salaried community dental service in relation 
to guidance on when to suspect child maltreatment.Child Abuse Rev 
26(3):172-183. doi:10.1002/car.2419. 
Irving A, Goodacre S, Blake J, Allen D, and Moore SC (2017).Managing 
alcohol-related attendances in emergency care: can diversion to bespoke 
services lessen the burden?Emerg Med J, in press. 
doi:10.1136/emermed-2016-206451. 
Jack AA, Nordli HR, Powell LC, Powell KA, Kishnani H, Johnsen PO, Pukstad 
B, Thomas DW, Chinga-Carrasco G, and Hill KE (2017).The interaction of wood 
nanocellulose dressings and the wound pathogen P. aeruginosa.Carbohydr 
Polym 157:1955-1962. doi:10.1016/j.carbpol.2016.11.080. 
Jindal SK, Sherriff M, Waters MG, Smay JE, and Coward TJ 
(2017).Development of a 3D printable maxillofacial silicone.Part II:Optimization 
of moderator and thixotropic agent.J Prosthet Dent 119(2):22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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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I (2017).Signposting to excellence - oral cancer referral, ca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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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医学院 

Ysgol Deintyddiaeth 

牙医学院 
威尔士大学医院 
希思公园 
卡迪夫 
CF14 4XY 
dentalhos@cardiff.ac.uk 
+44 (0)29 2074 2470 

威尔士唯一一家牙医学院，让您在口腔

研究、教学和患者治疗方面处于独特且

重要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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