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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中国脑膜炎奈瑟菌中插入序列１ ３０１的分布
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庞杏林侯配斌高源徐丽任红宇朱兵清周海健邵祝军
【摘要】

研究中国脑膜炎奈瑟菌（Ⅳ，ｎ）中插入序列Ｉｓｌ ３０１的分布与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目的

方法设计Ｉｓｌ３０１引物，应用ＰｃＲ方法检测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ｌＯ月收集全国１６个省、市、自治区
２１９株Ⅳ，ｎ菌株的ＩＳｌ３０ｌ。对ｌＳｌ３０ｌ扩增产物进行ＤＮＡ测序和序列比对，ＰＣＲ扩增ＩＳｌ３０ｌ阳性菌株进

行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分析及核酸印迹杂交，研究不同№菌株中Ｉｓｌ３０１的分布特征。结果２１９
株Ⅳｍ菌株中，３４株携带ｌｓｌ３０ｌ（１５．５３％），Ａ、Ｂ、Ｃ群和不可分群的Ⅳｍ菌株Ｉｓｌ３０１阳性率分别为
１１．１１％、２０．７５％、６．１７％和２８．５７％；ｌｓｌ３０ｌ扩增产物测序结果与Ｇ即Ｂａｌｌｌ（登记编号ｚ４９０９２．１的＾『ｍ菌
株序列相似度为９４％～１００％，进化树分析可分为两簇；ｃ群Ⅳ，ｎ菌株与其他血清群菌株ＩＳｌ３０ｌ序列存

在较大差别；研究的№菌株基因组中至少存在６一１７个Ｉｓｌ３０ｌ拷贝，相同ＰＦＧＥ带型№菌株所携带
的Ｉｓｌ３０ｌ拷贝数具有多态性特征。结论ＩＳｌ３０ｌ在中国＾慨菌株巾的分布具有遗传多态性。
【关键词ｌ脑膜炎奈瑟菌；插入序列Ｉｓｌ３０ｌ；脉冲场凝胶电泳；核酸印迹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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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序列（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Ｓ）在基因组中的

因表达发生变化使菌株形成多样性，并有助于一部

插入、删除、形成整合子等转座作用可对基因组产生

分菌株适应环境的变化ｎ】。插入序列ＩＳｌ３０ｌ仅在脑

多种影响，包括可造成基因沉默、基因敲除、下游基

膜炎奈瑟菌（Ⅳｅ洳ｅ砌脚ｎｉ，潮蒯缸，，ｖ梳）中有报道，分
类为ＩＳ５家族ＩＳ４２７群…，Ｉｓｌ３０ｌ大小为８４２ ｂｐ，两

ＤｏＩ：ＩＯ．３７６０，锄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１５

端各有１９ ｂｐ的反向重复序列，内有３个碱基错配。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８０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庞杏林）；山东省疾病

№具有高频重组的遗传学特征ｎ】，Ｉｓｌ３０１的插入对

预防控制中心（侯配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源、徐丽、任红字、朱兵清、周海
健、邵祝军）

通信作者：邵祝军，Ｅｍａｉｌ：ｓｈａｏ曲ｕｊ蛐＠ｉｃｄｃ．∞

Ⅳｍ的基因组可产生多种影响，本研究对２１９株中国
不同血清群的Ⅳｍ进行ＩＳｌ３０１分子分型研究，以了
解中国Ⅳｍ菌株中ＩＳｌ３０ｌ的分布与流行病学特征。

幽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Ⅳ，ｎ菌株均匀洗脱于２００
材料与方法

ｕ１

ｃｓＢ溶液中，菌液浓度调

为５．０麦氏单位，用蛋白酶Ｋ进行消化，低熔点琼脂

１．实验菌株：２１９株№来自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８

糖凝胶包埋消化过的№菌后，倒入模具制成胶块，

年１０月我国１６个省、市、自治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切取２ ｍｍ宽度的胶块加入限制性内切酶Ｎｈｅ Ｉ，在

（流脑）监测网，包括患者分离株和健康人群携带

３７℃水浴中酶切３ ｈ。１％低熔点琼脂糖凝胶电泳，

株。２１９株№包括Ａ群５４株，Ｂ群５３株，Ｃ群８ｌ

电压６ Ｖ，夹角１２００，脉冲时间ｌ一２５ ｓ，电泳１６

株，Ｈ群１株，ｗ。，，群２株，ｘ群４株，Ｙ群３株和不可

沙门菌Ｈ９８１２作为分子质量对照。电泳完毕用成像

分群２１株。

仪读胶，使用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

２．主要试剂与仪器：巧克力培养基为广州迪景
公司提供，ＡＰＩ ＮＨ生化鉴定试剂盒为法国梅里埃公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ｈ，

４．０软件，选择

Ｄｉｃｅ相关系数和ｕＰＧＭＡ方法进行ＰＦＧＥ结果处理
和聚类分析。

（４）Ｓｏｕｔｈ锄ｂｌｏｔ杂交：标记探针引物Ｈ】，上游引

司产品，Ⅳｍ分群血清由美国Ｒｅｍｅｌ公司生产；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和ＰＣＲ产物纯化试剂盒均由德国

物５’一ＴＴＧＡＧＣ

Ｑｉａｇｅｎ公司生产；紫外分光光度计为ＥｐｐｅｎｄｏｌｌＦ

５’．ＡＡＡ ＴＣＡ ＧＧＧ ＴＴＡ ＧＧＴ ＴＴＣ下ｒ－３

Ｂｉ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ｅｒ；Ｔａｑ酶和ｄＮＴＰｓ购自ＴａＫａＲａ生物公

株阳性菌株的ＤＮＡ，进行ＰｃＲ扩增，产物大小为

ＴＡＧ ＧＧＴ ＣＡＴ

ＧＧ．３’，下游引物
７。挑取一

司，１００ ｂｐ ＤＮＡ梯度Ｍａｒｋｅｒ由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

４４５

公司提供，琼脂糖为Ｂｉｏ．ｉｎｓ仉ＩｒＩｌｅｎｔＹＩＴＯ公司产品；

保存备用。经ＰＦＧＥ电泳完毕的胶块用Ｏ．２

引物由北京赛百盛公司合成。ＰＣＲ扩增仪为美国

Ｈｃｌ脱嘌呤处理，处理后用无菌纯水漂洗数遍，再用

ｂｐ，产物经纯化后标记地高辛制备探针，一２０℃

ｍｏ儿的

ＤＮＡＥｎｇｉ鹏；扩增产物测序由北京华大基

虹吸印迹法进行碱性转移，ＰＦＧＥ胶块上的ＤＮＡ酶

因公司完成。Ｎｈｅ Ｉ酶和ｘｂａ Ｉ酶为ＴａＫａＲａ生物公

切片段经１６ ｈ转移印迹在尼龙膜上，用预先制备的

司产品，蛋白酶Ｋ为Ｍｅｒｃｋ公司产品，脉冲场电泳仪

探针进行Ｓｏｕｔｈｅｍ ｂｌｏｔ杂交，６８℃杂交过夜后进行

ＸＲ成像系统均为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产

免疫检测和显色反应，显色过夜后指纹图拍照保

Ｂｉｏ．Ｒａｄ

及Ｇｅｌ

Ｄｏｓ

品。Ｓｏｕｔｈｅｎｌ ｂｌｏｔ用美国罗氏ＤＩＧ

ＤＮＡ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柚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试剂盒，采用英国Ａｍｅｒｓｈａｍ

存。使用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０软件，选择Ｄｉｃｅ相
关系数和ＵＰＧＭＡ方法进行结果处理和聚类分析。

Ｂｉｏｓｃｉｅｌｌｃｅｓ公司生产的Ｈｙｂｏｎｄ—Ｎ＋尼龙膜，

４．序列分析：扩增产物测序结果采用ＮＣＢＩ

ｂｌｏｔ所用缓冲液、转移液和漂洗液用相关化

Ｂｌ嬲ｔ进行同源性比较。运用ＤＮＡｓ诅ｒ，ＭｅｇＡｌｉｇｌｌ分

Ｓｏｕｔｈｅｎｌ

学试剂分析纯根据文献［３］自行配制，杂交用江苏太
仓实验仪器生产的ＤｓＨｚ一３００型水浴恒温震荡仪。

析软件对检出序列进行进化树分析。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 １０．０进行统

３．试验方法：

计分析，阳性率的显著性检验用）ｃ２检验，检验水平

（１）菌株提取ＤＮＡ：№按常规方法分离、鉴定

ａ＝Ｏ．０５。

和血清分群，用棉拭子收集巧克力平板上（经５％
Ｃ０２，３７℃培养１８～２４ ｈ）的纯培养菌落，洗脱于灭菌

结

果

生理盐水中，按照ＱｉａｇｅＩｌ试剂盒说明书，提取Ⅳｍ菌

１．ＩＳｌ３０ｌ的血清群分布：２１９株ＩＳｌ３０ｌ ＰＣＲ扩

体的染色体ＤＮＡ，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ＤＮＡ浓

增阳性菌株为３４株（１５．５３％），分布于血清群Ａ、Ｂ、

度大于１００¨∥ｍｌ，一２０。ｃ保存。

Ｃ、Ｈ、ｘ、Ｙ群和不能分群菌株中，ＩＳｌ３０１阳性率分别

（２）ＰｃＲ扩增引物Ｈ】：上游引物序列５’一ＧＧＧ

为Ａ群１１．１ｌ％（６／５４）、Ｂ群２０．７５％（１１／５３）、Ｃ群

ＣＣＴ—ｕ汀１１’Ｇ Ａ．３’，下游引物序列５’．

６．１７％（５／８１）和不可分群２８．５７％（６／２１），这４个血清

ＣＧＴ ＧＴＣ

７，扩增体系包

群的Ｉｓｌ３０１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９５．９６，

括呦酶０．３“ｌ，ｄＮＴＰ ４．０¨ｌ，ｌＯ×Ｂｕ仃ｅｒ ５．０“ｌ，上下

Ｐ＜０．００１）。３株Ｙ群№均检出ＩＳｌ３０１，２株Ｗ。，，群

游引物浓度ｌＯ“ｍｏｌ／Ｌ各１．０¨ｌ，模板２．０¨ｌ，补足无

Ⅳｍ未检出ＩＳｌ３０１（表１）。

ＧＧＧ ＣＧＴ ＧＴＣ ＣＴＣ ＡＡＴ ＴＴＡ Ａｃ．３

菌纯水至５０¨ｌ。反应条件为９４℃５ ｍｉｎ，９４℃
１ ｍｉｎ，５６℃ｌ ｍｉｎ，７２℃ｌ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延伸

２．ＩＳｌ３０ｌ的地区分布：３４株Ｉｓｌ３０ｌ ＰＣＲ扩增阳
性Ⅳｍ菌株来自１３个省、市、自治区（表２）。

７２℃５ ｍｉｎ。取扩增产物５“ｌ在１％琼脂糖凝胶，恒

３．ＩＳｌ３０ｌ扩增产物测序分析：采用ＮＣＢＩ Ｂ１嬲ｔ

电压５ Ｖ触ｎ，电泳４５ ｍｉｎ。电泳完毕用成像仪读胶。

进行同源性比较ＩＳｌ３０ｌ扩增序列，分别与ＧｅＩｌＢａＩｌｌ【

（３）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将ＩＳｌ３０ｌ阳性

登记编号为Ｚ４９０９２．１的Ⅳｍ菌ＩＳｌ３０ｌ比较，相似度

－４７７·

表１

３４株ＩＳｌ３０１ ＰｃＲ阳性Ｍｌ菌株的来源、血清群及插入拷贝数
标本来源

ＩＳｌ３０１拷贝数

菌株编号

血清群

分离地区

标本来源

ＩＳｌ３０ｌ拷贝数

辽宁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３

３３０７１５

Ｃ

浙江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３

Ａ

辽宁

健康人群（咽拭）

４２０８０２

Ｃ

湖北

患者（血液）

１２

１５０７１６

Ａ

内蒙古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３

３３０７２２

Ｃ

浙江

健康人群（咽拭）

ｌＯ

４２０７１６

Ａ

湖北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２

２１０７１７

Ｃ

辽宁

患者（血液）

３１０８ｌＯ

Ａ

上海

患者（咽拭）

１２

３６０８１３

Ｃ

江西

健康人群（咽拭）

７

３１０８１ｌ

Ａ

上海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２

５１０７０ｌ

Ｈ

四川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２

３１０８０３

Ｂ

上海

患者（咽拭）

７

６４０７０６

Ｘ

宁夏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６

４４０７１５

Ｂ

广东

健康人群（血液）

８

４２０８１５

Ｘ

湖北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２

４４０７０５

Ｂ

广东

健康人群（咽拭）

ｌＯ

６３０８０４

Ｙ

青海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３

４４０７０７

Ｂ

广东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３

６３０８０２

Ｙ

青海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３

４２０７０２

Ｂ

湖北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３

６３０８０５

Ｙ

青海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７

４２０７０３

Ｂ

湖北

健康人群（咽拭）

ｌＯ

６４０７０５

Ｎ

宁夏

健康人群（咽拭）

９

１３０８１６

Ｂ

河北

健康人群（咽拭）

８

１５０７０４

Ｎ

内蒙古健康人群（咽拭）

１７

３１０８２２

Ｂ

上海

患者（血液）

１２

４２０７１３

Ｎ

湖北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５

３３０７４０

Ｂ

浙江

健康人群（咽拭）

７

６４０７０２

Ｎ

宁夏

健康人群（咽拭）

１３

３６０８２２

Ｂ

江西

健康人群（咽拭）

８

３４０７０８

Ｎ

安徽

患者（血液）

１４

３６０８５６

Ｂ

江西

健康人群（咽拭）

６

５２０７０１

Ｎ

贵州

健康人群（咽拭）

１ｌ

菌株编号

血清群

２１０７１４

Ａ

２１０７１５

分离地区

７

６

注：Ｎ为不可分群

表２

３４株ＩＳｌ３０１ ＰＣＲ扩增阳性＾，ｍ菌株的地区分布

注：同表１；４阳性株数／检测株数

溜龆篱撩凝龆辫４岳孓■弱舡４击、宁潞舡Ｌ０４孔嚣之吼击器舡七ｍ厶粥卜舡扣黼和卜¨狲０吣“奠畿拼唧勰Ⅲ蛳眢姗Ｍｉ：瑚锄枷眦瑚潞ｍ渤Ｍ枷徽Ⅲ涨撇铷嬲湖姗ｍ猢Ⅲ枷滁㈨伽船枷Ⅻ黼…Ⅲ馏删醐激熘揣捌Ｂ吧加∞勰引叭会！＂ｂ伦挎Ｍ¨：兮牙引∞窖跎蚕嬲＂引”鲫砸＇ｌ。：２，｜＂弦会！

５
４０

５０

Ｎｕｃｌ跗ｔｉｄｅ

为９４％一１００％。用ＤＮＡｓｔａｒ，ＭｅｇＡｌｉ印分析软件

对ＩＳｌ３０ｌ序列进行进化树分析（图１）。３４株№可
聚类为两簇，簇间相似度为５３．７％，其中５株ｃ群
Ⅳｍ中的４株菌（８０％）与ｚ４９０９２．１聚类一簇，其余

３０株Ⅳｍ聚类为一簇。Ｃ群№菌株的Ｉｓｌ３０ｌ序列

３０

２０

Ｓｕ嘶ｎｌｔｉｏ璐（×１００）

ｌＯ

Ｏ

注：字母分别代表№血清群Ａ、Ｂ、ｃ、Ｈ、ｘ、Ｙ群，Ｎ为不可分
群；横线前数字为实验序号。后为菌株编号；ｚ４９０９２．１为Ｇ∞Ｂ粗ｋ登

记的肋ｌ序列号
图ｌ

３４株Ⅳｍ携带Ｉｓｌ３０１序列进化树分析

有别于其他Ⅳｍ血清群，４株聚类为一簇的ｃ群№

４．ＰＦＧＥ聚类分析：ＩＳｌ３０ｌ阳性Ⅳ，ｎ菌株ＰＦＧＥ

的ＩＳｌ３０ｌ ５’一３’序列中的４０１～４０４ ｂｐ处带有

聚类分析见图２。浙江、江西和湖北省的３株ｃ群

“．ＴＧＴｃ．”４个碱基，而其他３０株Ⅳｍ缺失此４个碱

№与１株不可分群№相似度为１００％，可以认为此

基，同时在４９８～５０２ ｂｐ和６２０～６２４ ｂｐ处还分别缺

失４个碱基“一ＧＡＣＡ．”和５个碱基“．ＴＴＴＣＣ．”，除此

４株不同地区的№为同一来源株，均携带有ＩＳｌ３０ｌ
的插入。另外相同地区相同血清群的‰有来自上

之外，Ｃ群的Ｉｓｌ３０ｌ序列还存在多处的１个碱基丢

海的２株Ａ群Ⅳｍ相似度为ｌＯＯ％，辽宁２株Ａ群Ⅳｍ

失或者错配。

相似度为１００％，青海的２株Ｙ群№相似度为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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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ＥｐｉｄｅＩｎｉｏｌ，Ｍａｙ２０凹，—塑１．３０，№兰

ＩＳｌ３０ｌ阳性＾ｈ菌株ＰＦＧＥ聚类分析

１００％。来自湖北的１株Ａ群与１株不可分群Ⅳｍ相

似度为ｌｏｏ％，可以认为该不可分群№属于Ａ群，且
两株№为同源株。
５．Ｓｏｕｔｈｅｍ

ｂｌｏｔ杂交：３４株Ｉｓｌ３０１阳性Ⅳ，ｎ菌株

ＰＦＧＥ胶块上的ＤＮＡ大分子酶切片段能与Ｉｓｌ３０１
特异探针进行杂交，Ｓｏｕｔｌｌｅｍ ｂｌｏｔ杂交指纹图谱见图

３。根据杂交结果，在№基因组中至少存在６～１７
个Ｉｓｌ３０ｌ拷贝。３４株ＩＳｌ３０１阳性№菌株中ＩＳｌ３０ｌ
拷贝数见表１。

６．ＰＦＧＥ与ｓ叫ｔｌｌｅｍ ｂＩｏｔ聚类分析比较：３４株
ＩＳｌ３０１阳性』、ｒｍ菌株ＰＦＧＥ与Ｓｏｕｔｈｅｍ ｂｌｏｔ聚类

注：ｌ、２为两株携带不同拷贝数的＾概基因组；３、４为两株携带
相同拷贝数而且分布所在酶切条带也相同的｜７ｖｍ基因组

分析比较见图４，结果表明具有相同的ＰＦＧＥ带

图３部分Ｉｓｌ３０ｌ阳性№菌株ＰＦＧＥ的

型Ⅳｍ所携带的Ｉｓｌ３０ｌ拷贝数不一定相同，但也

ｓｏｕｍ锄ｂｌｏｔ指纹图

存在两者完全相同的Ⅳｍ菌株，来自青海的２株

海的２株Ａ群№中ＰＦＧＥ带型与ＩＳｌ３０ｌ杂交带

Ｙ群Ⅳｍ的ＰＦＧＥ带型与杂交带型完全一致，上

型也是一致的。

·４７９·

注：左图为ＰＦＧＥ聚类分析，右图为ｓｏｔ蜘ｂｌｏｔ所得的Ｉｓｌ３０ｌ拷贝数与分布聚类分析；分子质量标准用Ｈ９８１２，分子质量大小单位为曲
３４株ＩＳｌ３０ｌ阳性肋ｌ菌株ＰＦＧＥ与Ｓｏｕｔｈｅｍ ｂｌｏｔ聚类分析比较

图４

讨

可分群№携带Ｉｓｌ３０１阳性率最高（２８．５７％），而
论

ＩＳ １ ３０

ｌ的插入可以导致菌体荚膜合成和转运表达变

研究结果显示，２１９株Ⅳｍ ＩＳｌ３０ｌ总阳性率为

异，ＩＳｌ３０ｌ的插入显然影响了部分№的血清分群，

１５．５３％，其中Ａ、Ｂ、Ｃ群和不可分群的阳性率分别为

导致出现不可分群的Ⅳｍ菌株。根据ＰＦＧＥ的结果

１１．１ｌ％、２０．７５％、６．１７％和２８．５７％。虽然Ｈ、Ｘ和Ｙ群

显示，来自湖北的一株不可分群Ⅳｍ与另一株Ａ群

的群内总体样本数过少，其阳性率的差异无统计学

Ⅳｍ为同源株，更加说明ＩＳｌ３０１的插入可以影响部

意义，但是所检测的３株Ｙ群菌株均为Ｉｓｌ３０ｌ扩增

分＾概的血清分群。

阳性，结果与Ｈｉｌｓｅ等㈨对１１８株Ⅳｍ进行Ｉｓｌ３０ｌ筛

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Ｃ群Ⅳｍ所携带的ＩＳｌ３０ｌ

查的结果相近，Ｈｉｌｓｅ等发现约３０％的Ｂ、Ｃ和Ｗｍ血

与其他血清群ＩＳｌ３０１序列某些位点的碱基有较大

清群的菌株含有Ｉｓｌ３０ｌ，而在Ｙ群中这一比例高达

差别，存在与其他血清群的ＩＳｌ３０１遗传多样性，这

８６．７％。Ｈｉｌ∞等随后对４９６株不同血清群的分析表

是否成为ｃ群№菌株上升为我国流脑主要的致病

明，ＩＳｌ３０ｌ总阳性率为１２．９％，Ａ、Ｂ和ｃ群阳性率为

菌群的原因之一还有待深入研究。以往我国健康人

１３％．２７％，在Ｗｌ，５、２９Ｅ、Ｙ群中，阳性率为４６％。

群鼻咽部携带Ⅳｍ菌株以Ａ、Ｂ群为主要的血清群，

８９％［纠。实验仅对２株ＷⅢ群№进行检测，虽然结

Ｃ群菌株构成比例很小，目前Ｃ群流脑在我国已经

果阴性，但并不能说明在我国ｗｍ群Ⅳｍ中的分布状

逐渐成为流行的优势菌群№】。Ⅳｍ是寄居于人体的

况，鉴于国外报道存在Ｗｍ群Ⅳｍ中的阳性率较高，

变异最大的细菌之一，是一种重要模式微生物，具有

今后应累积我国ＷⅢ群＾‰样本后进行的研究。＾概

小而多变的基因组¨Ｊ。№种内和种间的基因水平

血清分群依据是以菌体荚膜多糖分型，结果显示，不

转移是其遗传多样性的来源旧．，３。Ｈｉｌｓｅ等［５ ３研究发

·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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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ＩＳｌ３０１插入位点序列特征为５’－ＡＣＴＡＧ．３’和
５’．ＡＴＴＡＧ．３

态性，有利于流脑暴发时的病原溯源研究。

７的序列特征，是最常见的插入位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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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从分子水平上说明流行菌株的同源性与遗传多

（本文编辑：张林东）

·征稿通知·
第九届全军防生物危害医学专业学术会议征文
为进一步扩大全军防生物危害医学专业学术交流，研讨该学科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以推动全军防生物危害医学不
断发展，全军防生物危害医学专业委员会定于２００９年８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第九届全军防生物危害医学专业学术会议”，会议
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会议届时将邀请全军知名防生物危害医
学专家作专题报告。为进一步做好会议准备，提高会议的学术交流水平，现公开征集会议论文。会议热忱欢迎防生物危害医
学专家和从事相关工作的同道踊跃投稿，积极参加交流。
１．征文内容：防生物危害医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技术，主要包括防生物危害医学的最新进展和成果、部队在生物危
害医学防护方面的技术和措施，以及在生物反恐、生物安全管理等方面经验总结等。
２．征文要求：（１）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论文摘要（论文限５０００字以内，摘要限４００字）；（２）文稿全文采用ｗｏｒｄ文本，来稿以
Ａ４纸打印一份，请注明作者和联系地址（含所属单位、电话、Ｅｍａｉｌ），来稿请注“全军防生会征文”，同时请提交电子版文档；纸质

稿件请寄：１０００７ｌ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２０号五所科技处韩晓娜收，电子投稿：ｈａｎ）【ｎ９２９＠１２６．ｃ咖，联系电话／传真：
０１０—６３８９７９５４；（３）来稿请附单位论文投稿介绍信；（４）征文截止日期：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１日。
全军防生物危害医学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