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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实时聚合酶链反应检测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
霍乱弧菌方法的建立及应用
王晓梅

谭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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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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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检测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方法并

进行水体标本的检测评价。方法根据ｏｌ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抗原编码基因ｒ殛序列设计引
物，利用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染料，建立同时检测霍乱弧菌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的ＲＴ．ＰＣＲ方法，对所建立的方
法分别进行实验室内的灵敏度、特异性及重复性评价。采集河口水标本增菌后进行ＲＴ—ＰＣＲ检测，与
分离培养方法比较评价实际应用价值。结果

建立了检测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双重ＲＴ—ＰｃＲ

方法，根据扩增产物的溶解温度能有效区分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两种目标片段的扩增；对其他
１０种弧菌染色体ＤＮＡ没有扩增；ＲＴ—ＰＣＲ检测５２４份河口水体标本的增菌液，与常规分离方法相比
显示了明显的灵敏性，并且所有常规分离方法阳性标本其荧光ＰＣＲ检测亦为阳性。结论

以０１群

和０１３９群巾基因为目标检测片段建立的霍乱弧菌ＲＴ—ＰＣＲ方法可用于环境水体样本中霍乱弧菌
常规分离前的快速筛查。
【关键词ｌ霍乱弧菌；实时聚合酶链反应

ＤｅＶｅｌ叩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帆ｏｆ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镐ｅ

ｒｅａｃｔｉ蚰ｔｏ

ｃｈａｉｎ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ＪｌＤｆ汀ｎＰ ０１

ＶｉｂｒｉＤ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Ｘｉ口。一ｍ刮’，ＷＡ ＮＧ Ｄ“ｏ—ｃ矗“ｎ，Ｔ４ ｈｆ Ｈｎｉ—Ｚｉ”ｇ，ＺＨＤＮＧ Ｈｎｏ—ｉ钯，ＣＨＥＮ

０１３９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Ｊｉｎｇｄｉｎｏ，Ｌｌ Ｂｎｉ—ｓｈｅｎｇ，ＫＥ Ｃｈａｎｇ—ｕ，ｅｎ，ＹＡＮ Ｍｅｉ一瓠ｎｇ，Ｚ｝Ｌ＾ＮＧ Ｊｉｎｇ，ＫＡＮ Ｂ｛ｎｏ．’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ｎ６０ｍ幻ｒｖ加ｒ ｈ，菇≠ｉｏ“５ Ｄｉｓ∞韶Ｐ理优行￡幻，ｚ口咒ｄ Ｃ’。托ｆｒ０Ｚ，Ｎｎ￡ｉｏ咒“Ｊ咒ｓｆ矗甜招。厂（为ｍ优乱咒ｉｍ６彪Ｄｉｓ阳卵

（为咒￡ｒ０Ｚ＆Ｐ憎伽赢研，（Ｍｉ卵跚（石卵ｆＰｒ Ｄ厂Ｄｉｓ阳靶Ｇ嗍ｆｒＤ￡盘，ｚｄ
ＧＤｒ懈声Ｄ咒出行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０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Ｖｉ６ｒｉｏ ｃ＾ｏＺ已，诅８

ｗａｔｅｒ

Ｐ肥ｗ，ｚ￡幻咒，Ｂ已ｉｉ锄ｇ 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ｎ“旃ｏｒ：Ｋ４ Ｎ Ｂ缸ｏ，Ｅｍａｉｌ：ｋａｎｂｉａｏ＠ｉｃｄｃ．ｃｎ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ｅｒｏｇｒｏｕｐ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ＣＲ）ｆｏｒ

ａ

ｏｌ

ａｎｄ

０ ａｎｔｉｇｅｎ

０１３９，ａｎ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ｉｔｓ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归ｇｅｎ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ｏｒ ０１

ａｎｄ ０１３９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ｐｒｉｍｅｒｓ．Ｔｈ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Ｃ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ｏｌ ａｎｄ ０１３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加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ＰＣＲ

ｏｎｅ

ｔｕｂｅ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ｅ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ｂｉ王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ＣＲ ｉ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ｌ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ｃｈｏｌｅｒａ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ｐｌｉｃｏｎｓ．

ｖｉｂｒｉｏｓ．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ｏ

０１ ３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ｇｅｎｅ

ａｍｐｌｍ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１０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ＰＣ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５２４

ｔｏ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ｈｉｇｈ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ｐｌｕｓ ａｌｓｏ ｐ（）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ａｍＤｌ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ｆ ０１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ＰＣＲ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ｗａｔｅｒ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０１

ｓｔｅｐ

ｏｆ

ｏｒ

０１３９ ｗｅｒｅ

ｒａｐｉｄ ｅｎｖｉｒＤｎｍｅｎｔ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ｃｒｅ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一ｔｉｍｅ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ＣＲ ｃｏｕｌｄ

Ｖ．如ｏＺｅ，乜已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ｕｓ ｍｉｇｈ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Ⅵ６ｒｉｏ旃ｏｚｅｍＰ；Ｒｅａｌ一ｔｉｍ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对霍乱疫区的环境标本进行监测是霍乱防治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ｕ’２。；但在霍乱的非流行期，霍乱
弧菌在环境中自然生存状态下菌数量较少，由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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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存在大量其他杂菌，会对霍乱弧菌的分离鉴定
造成干扰，致使霍乱弧菌不易检出。为了提高环境
中霍乱弧菌的检出率，在确保标本采集和增菌的技
术质量前提下，将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聚合酶链反应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ＲＴ—ＰＣＲ）运用于对霍乱弧菌的分离和检

测；具有快速、特异、敏感的特点。本研究以霍乱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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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０抗原编码基因（巾）为靶序

·７６９·

ＵＮＡ。

列，建立双重ＲＴ—ＰＣＲ定性分析与单一ＲＴ＿ＰＣＲ检

４．ＰＣＲ反应条件：ＲｌＰＣＲ采用２０肚ｌ反应体系，

测相结合的实验方法，为水体标本霍乱弧菌的初筛

每个反应中含１０肚ｌ通用ＰＣＲ反应混合物（ＳⅥ讯

与检测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ｐｒＥ班１ｉｘ，隧ａＲＡ产品）；Ｐ２Ｆ、Ｐ２Ｒ、Ｐ１Ｆ、ＰｌＲ弓Ｉ物
（１０弘ｍ０１／Ｌ）各０．４出，去离子水５．４弘１，ＤＮＡ模板３肛ｌ。

材料与方法

反应条件为９５℃１０ ｓ，９５℃５ ｓ和６０℃２０ ｓ，循环４０

１．实验菌株：霍乱弧菌全基因组测序菌株

次；溶解曲线分析：９５℃Ｏ ｓ，６２℃１５ ｓ，９５℃０ ｓ；４０℃

Ｎ１６９６ｌ（０１群）、Ｍ０４５（０１３９群）、０１群Ｅｌ Ｔｏｒ型

２０

霍乱弧菌５０株（１９６４—２００５年分离），０１３９群霍乱

扩增条件相同。将４次系列稀释质粒的ＲＴ—ＰＣＲ试验

弧菌５０株（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分离），非Ｏｌ扫｝０１３９群

结果用于标准曲线的制备。

ｓ。普通ＰＣＲ扩增条件与０１一ｒ加和０１３９一ｒ历片段

的２株菌０２２和Ｎ５３，以及拟态弧菌、副溶血弧菌、

５．河口水标本的检测和霍乱弧菌的分离：２００６

溶藻弧菌、麦氏弧菌、河弧菌、创伤弧菌、弗尼斯弧

年３—１２月，对广州市区的珠江河段及其人海口处，

菌、麦氏弧菌等１０种环境水体中能分离到的弧菌。

采集水体标本共计５２４份。每份采集４５０ ｍｌ，回实

实验菌株均经过血清或生化鉴定，本实验室保存。

验室后加入５０

ｍ１

１０倍浓缩的碱性蛋白胨增菌液，

２．引物的设计：根据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

置３７℃增菌６ ｈ，取其中１ ｍｌ提取细菌ＤＮＡ

。抗原编码基因ｒ加序列，使用Ｏｌｉｇｏ ６．０软件设计

（Ｔｉａｎｇｅｎ公司）做模板，按ＲＴ—ＰＣＲ反应条件检测

并合成针对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特异性ｒ肠的ＲＴ—ＰＣＲ

０Ｉ／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另分别接种涂庆大霉素和

的引物（表１）。

ＴＣＢＳ平板分离霍乱弧菌，对生长的可疑菌落进行

表１

引物序那７叫）

引物

０１群及０１３９群霍乱诊断血清玻片凝集试验，阳性

标准ＤＮＡ制备与ＲＴ—ＰＣＲ所用引物

产瑟度

的菌株继续相关的系统鉴定。
结

标准Ｄ№制备
Ｆ

３７６

ＴＡＧＡＴＡＣＴＧＴＴＧＴＧＧ ＣＧＴＧＣＴＴ
Ｆ

ＡＧＴＴＣ茂ＴＴＧＴＧＧＧＡＴＴＴＡＧＧＴＧ

Ｒ

ＡＣＣ ＡＡＡ ＧＴＣＡＴＣＡＴＣＡＡＣ ＣＣＡＴ

３８０

鼢咖鼢鼢ｍＲ努∞Ｒ

果

ＴＡＧＣＴＧＴＧＧＡＴＣ ＣＴＧＣＡＴＡＴＴＴ

０１一Ｐ２Ｆ

ＧＯＧＴ从触彻ＡＡＡｏＧＡＴＴＧＣＡＴ

１．灵敏度分析：利用克隆有待扩增片段的重组
质粒ｐＵＴ—０１ｒｆｂ和ｐＵＴ—０１３９ｒｆｂ、对荧光ＰＣＲ和普
通ＰＣＲ的灵敏度进行评价。制备的质粒模板定量
检测，ｐｕＴ—０１ｒｆｂ为２１０．９ ｎｇ似ｌ，ｐｕＴ一０１３９ｒｆｂ为

ＴＧ

ＧＯＧ肌ＡＡ

０１一Ｐ２Ｒ

ＡＡＡ（了Ｉ℃ＡＧＴ ＴＩ℃ＧＡＡ

０１３９．Ｐ１Ｆ

ＧＣＧ ＧＴＧ ＴＡＧ ＣＧＧ ＧＴＴ ＴＴＡ ＴＴＡ Ｇ

０１３９一Ｐ１Ｒ

ＴＧＣ衄～艘（了ｒＴＴＯＧ觚ｍ

８３

２０８．０
７６

ｎｇ／弘ｌ，计算模板拷贝数分别为６．７×１０１０个／弘ｌ

和６．６×１０１０个／肚ｌ。系列稀释质粒至每微升含６．６个

ＧＡ

拷贝。实时ＰＣＲ各系列稀释的模板ＤＮＡ拷贝数对

３．标准模板ＤＮＡ的制备和拷贝数定量：分别

应的循环阈值（Ｃ，）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图１）。在

以霍乱弧菌Ｏ抗原编码基因０１一ｒ场和０１３９一ｒ角

每微升为６．６×１０１个拷贝时检测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

特异性基因序列，设计并合成普通ＰＣＲ引物（表１，

目标片段的Ｃ，值分别为２７．８９和２７．６１，因此该方

Ｂ０１Ｆ／Ｂ０１Ｒ和Ｂ０１３９Ｆ／Ｂ０１３９Ｒ）。以Ｎ１６９６１和

法检测霍乱弧菌的灵敏度为每微升１０１数量级拷贝

Ｍ０４５的纯培养液ＤＮＡ为模板，分别扩增０１一ｒ历

数的模板ＤＮＡ，而普通ＰＣＲ能检出每微升１０４拷

和０１３９一ｒ加片段，扩增条件相同：９４℃预变性

贝数模板ＤＮＡ（图１），由此推算ＲＴ—ＰＣＲ法的检测

１０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５５℃３０ ｓ，７２℃３０

ｓ，共循环３０

灵敏度较高。

次；最后７２℃延伸５ ｍｉｎ。将扩增产物连接到Ｔ载

２．特异性分析：用建立的ＲＴ—ＰＣＲ分别检测不

体（ＴａＫａＲａ公司ｐＭＤｌ８载体）上，构建重组质粒。

同年代分离、不同型别的霍乱弧菌ＤＮＡ（２０株古典

对重组质粒中的ｒ加片段测序，确定序列无误后提

型、５０株Ｏｌ群和５０株０１３９群）。分别单独检测

取重组质粒。将提取的质粒进行ＤＮＡ定量（Ｎａｎｏ

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溶解温度为７７．８℃（０１

ＮＤ一１０００核酸定量仪），折算为拷贝数（拷贝

群）和７８。９℃（０１３９群）；当模板中同时存在Ｏｌ群

Ｄｒｏｐ

数＝ＤＮＡ质量／分子量×阿伏加德罗常数）。将１０

和０１３９群ＤＮＡ时，两种目的片段均获得扩增，各

倍系列稀释质粒作为本次实验绝对定量的标准

扩增产物溶解温度均保持不变（图２），而结果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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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能够与其他弧菌和细菌相区别。说明０１群

５２４份水体样本进行霍乱弧菌的增菌后分离，同时

和０１３９群特异性帕基因有共同检测的特异性。

用建立的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ＲＴ—ＰＣＲ检测增
菌液ＤＮＡ。按照ＲＴ—ＰＣＲ检测增菌液ＤＮＡ的灵敏

度，其阳性结果的判定为Ｃ，０１＜２７．８９，Ｃ，０１３９＜
２７．６１，同时具有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特异
溶解温度。常规分离菌株份数为３１份（０１群）和
１１份（０１３９群），而利用ＲＴ—ＰＣＲ检测，阳性份数为
９８份（０１群）和７４份（０１３９群）。其中，所有常规
分离方法阳性的标本、其ＲＴ—ＰＣＲ检测也均为阳

性，同时血清群检测结果也一致。
讨

论

水体增菌标本中快速检测０１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
的方法，检测的目标基因是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

菌的Ｏ抗原特异的帕基因片段。在培养菌的提
取ＤＮＡ模板检测体系内，ＲＴ—ＰＣＲ检测灵敏度高于
普通ＰＣＲ。
注：Ｍ：ＤＮＡ分子量标准；１０～２：霍乱弧菌ＤＮＡ模板量分别为

１０”：０２拷０２１

…

．…．．…

荧光定量ＰＣＲ已被应用于检测水体环境中的
霍乱弧菌等病原菌睁引，ＬｙｏｎⅢ采用溶血素基因

．．

Ｐｃ≤姜谨翁５１群磊
（＾ｉ）薇亲并，使鬲Ｔａ：Ｍ：ｎ
…～……一“…’一…—１…………““”。一……

图１竺銎三黑詈：黧苎竺翼三：望兰ｌＰｃＲ
标准曲线及普通ＰＣＲ相对定量的电泳
３·重复性分析：将同一批次和不同批次的１０倍

检测到非０１群和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本研究中

稀释标准品１０ ７～１０１拷贝检测后，根据Ｃ。值的变

建立的ＲＴ—ＰＣＲ中扩增的ｒ为序列，经Ｂｌａｓｔ对

异系数（ＣＶ）对重复性进行了评价。批内重复３次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有关序列进行搜索比较后，仅与０１群

ＣＶ为０·１０％～０·９２％（Ｏｌ群）和０，２２％～１．０９％

和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ｒ加基因序列具有良好的同

（０１３９群），批间重复４次ＣＶ为０．０３％～２．８２％

源性。实际检测结果也显示，建立的ｒ彤基因

（０１群）和０．１５％～０．５６％（０１３９群）。说明建立的

ＲＴ—ＰＣＲ仅对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ＤＮＡ有阳

ＲＴ—ＰＣＲ具有良好的重复性。

性检测结果，对拟态弧菌、副溶血弧菌等其他１０种

４．水体标本的检测：广州市珠江区河段以及人

弧菌ＤＮＡ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并且，本研究使用的

海口处采集了水体样本进行霍乱弧菌的检测，对
ａ

／

Ａ：Ｎ１６９６ｌ（０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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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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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检测Ｎ１６９６１（０１群），温度７７．８℃；ｂ：检测Ｍ０４５（０１３９群），温度７８．９℃；ｃ：同时检测Ｎ１６９６１（ｏｌ群）和Ｍ０４５（０１３９群），温度０１
７７

８℃，温度０１３９７８．９℃，其他弧菌温度７３．３℃

图２

ＲＴ—ＰＣＲ检测霍乱弧菌特异性溶解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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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无需为不同的模板特殊定制，价格相对较低，并

常能检测到０１群或０１３９群的霍乱弧菌，但在非流

且通过对扩增产物的溶解曲线分析增强了荧光信号

行期，环境中常能检到非产毒的霍乱弧菌，这类菌株

的真实性。

目前发现不致病或有个别报道仅引起轻微的腹泻，

本研究在对水体标本的增菌液进行霍乱弧菌的

因此，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们将考虑将检测霍乱毒素

ＲＴ—ＰＣＲ检测，阳性数显著高于常规方法分离的阳

基因ｃ￡劬蛔的引物也加入到检测体系中，判断标本

性数，在常规分离方法中，当增菌液中霍乱弧菌量＜

中是否具有产毒的０１群或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会具

１０４ｃｆｕ７ｍｌ时，常规方法有可能分离不到，而ＲＴ—ＰＣＲ

有更大的流行病学价值。

检测仍是阳性，另外水体环境中霍乱弧菌的非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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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３．０８）

（本文编辑：尹廉）

·阅读信，息·
本刊现已连载“流行病学与计算机应用＂系列讲座
近年来知识和信息已经达到每４—５年更新一次的速度。流行病学虽然隶属自然科学，但许多内容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
科学、信息科学与生物科学、电子与分子之间。流行病学学科的进步依赖于边缘学科的发展，同理，相辅相成，流行病学的发
展也促进其他学科的进步。我国政府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信息化推动现代化”的决策，使信息化的步伐大大加速。
我国各地的信息化，电子政务、商务，远程教育、医疗，家庭网络等都在蓬勃兴起。在流行病学方面，急性传染病网络直报已经
形成，生命统计系列软件也在编制。上海地区已在应用健康档案的贮存和分析及恶性肿瘤、糖尿病的报告、管理软件。浙江
省已开发出细菌学检索和致癌剂结构分析的软件。随着硬、软件的不断开发，计算机在流行病学上的应用将会愈来愈广泛和
深入。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复旦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组织了海内外流行病学专家编写了《流行病学与计算机应用》一书。
为了便于更多的读者阅读，本刊为先睹为快，从中有目的选择了部分内容，由复旦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俞顺章教授编写，本刊
将在２００７年第７期起以“系列讲座”形式逢单月刊出。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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