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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科技成果 

“九五”期间全国医疗照射水平调查研究 

郑钧正、李述唐、岳保荣、王琪、张建峰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医学安全所(原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 )（负责

单位）广东、山东、山西、上海、内蒙古、辽宁、甘肃、江西、江苏、安徽、河北、河南、

浙江、海南、湖北、黑龙江、湖南 等 17 省、自治区、直辖市放射卫生业务机构（17 省份

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名称的笔划为序排列） 

此项目是公共卫生领域中放射卫生学范畴的社会公益类科技成果。医用辐射技术因在现

代医学的独特作用而不断发展并普及，接受医疗照射的受检者与患者则日益增多，医疗照射

已成为公众所受辐射照射的最大人工来源。关注医疗照射是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体现。而

医疗照射调查就是搞好患者防护的前提与基础，已成为放射卫生领域的热点与重点课题。由

4个子课题组成的此项全国大协作项目，就遍及我国各地城乡的 X射线诊断、核医学和放射

治疗的基本状况、应用频率与剂量水平进行了大规模系统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内容既与国际

接轨，又紧密从我国实际需要出发；为确保科学性以获取可靠调查信息，并提高大规模调查

的效率，着重在优化调查方法上创新，例如针对三大分支医疗照射不同特点，分别采用面上

普查、分层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并科学优选分层抽样的特征参数等；同时从

国情出发结合放射卫生监督管理开展专项科研，实现及时促使科技成果转化到加强放射防护

的实际应用中，很有特色；课题组注重全国统一调查方案、统一调查表格、统一监测方法、

统一质量控制，实施中紧紧抓住加强协调与质量控制环节，因而以较短的时间、有限的投入、

较高的质量，如期完成了规模空前、工作量大、涉及面广、难度又大的各种医疗照射水平调

查研究（例如全国仅 X射线诊断单位就达 4.2万家）。各种医疗照射的频率调查覆盖 8.5亿

人口，大大超过国内、外同类研究。获得了大批很有价值的数据。如摸清了我国 X射线诊断、

核医学、放射治疗的所有工作单位、人员与主要设备等基本状况；得出 1996和 1998年我国

三大分支数十种医疗照射的应用频率及其分布；监测得到主要类型 X射线诊断平均每次检查

所致受检者的辐射剂量水平；探索合理降低医疗照射集体剂量负担的技术方法；掌握我国医

用辐射发展趋势；并找出存在的问题。这些基础国情资料为各级政府合理利用医疗资源的决

策调控，为研究制定我国辐射防护法规标准，为提高各种医疗照射质量，为制定放射学（含

介入放射学）、核医学、放射肿瘤学、放射医学与防护等相关学科发展规划等提供了科学依

据。研究结果还向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等报送我国应提交的新数据，

做出我国的贡献。迄今课题组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正式发表 125篇论文；并应邀出席国际

原子能机构（IAEA）、世界卫生组织（WHO）等联合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和应邀出访台湾、

香港、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分别大会报告我国医疗照射调查研究进展；研究结果受到了国

内、外同行的重视与好评。此项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的成果，在课题研究进行中就开始在全

国范围内广泛应用，各地部分应用证明（已提交的 57 份应用证明见附件 7）表明，此项对

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意义的成果已取得很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特别在推动社

会各界重视众多受检者与患者防护，在加强放射卫生监督管理，在倡导合理应用医用辐射，

并趋利避害保障受检者与患者和广大公众的健康与放射安全，在促进相关学科发展和行业科

技进步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荣获 2002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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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wide Investigation of Medical Exposure Levels in the Ni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1996-2000) in China 

 
Institute where research is being carried out: 

1．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and Nuclear Safety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Former named as 

Laboratory of Industrial Hygiene, Ministry of Health ） 

2． 17 institutes of radiological hygiene in Guangdong, Shandong, Shanxi, 
Shanghai, Inner Mongolia, Liaoning, Gansu, Jiangxi, Jiangsu, Hebei, 

Henan, Zhejiang, Hainan, Hubei, Heilongjiang, Hunan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The rank of all provinces is 

arranged by their Chinese names ) 

This project is a survey in the field of radiological hygiene in public health. It 

is a commonweal proje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and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the application of radiation techniques such as x-ray diagnostics, 

clinical nuclear medicine, radiotherapy and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has continu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manmade radiation sources, while examinees and 

patients have exposed to increasing medical radiation. Investigation of medical 

exposure including frequency and dose levels is one of the bases and the first step 

to improve radiation protection of examinees and patients. In a course of over 

one-year, we conducted a national survey of medical exposure levels in the Ni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1996-2000) in P. R. China. 

The purpose of the survey is to obtain frequencies and doses resulted from various 

medical practices in x-ray diagnostics, nuclear medicine, and radiotherapy and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e developed questionnaires based 

up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e specific practices in China, implemented a new 

sampling method that combines merits of census (covering all of 31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nd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and typical survey (covering 

17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the survey, we unified the sampling method, 

unified the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unified supervision and surveillance system, 

and unified measures of quality control. We emphasized quality control and 

coordination when conducted the investigation. The study groups established four 

task group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specific sub-projects. 

The study groups succeeded in completing the enormous project over one year with 

limited research resources, and obtained data of high quality. The large-scale 

survey on medical exposures covers a population of 0.85 billion. The database 

provides basic data of institutes and instruments of x-ray diagnostics (e.g. 42,000 

x-ray diagnostic units were included in the database), nuclear medicine and 

radiotherapy as well as of medical radiation workers in China. The sample size tops 

all previous surveys and investigations of medical exposure in the world. 

With the survey, we have obtained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everal dozens of 

practices in medical exposures for the period of 1996-1998. Identified main sources 

of medical exposure in x-ray diagnostics and resulting dose for examinee and patients, 

explored methodology to reduce the cumulative doses resulting from medical exposures; 

gaug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edical exposures in China, realized problems to 

be resolved. Data obtained from the national investigation will be used as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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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for decision-making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for formulating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exposures that involving ionizing radiation. The data will als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radiology including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nuclear 

medicine, radiation oncology, and radiation medicine and radiation protection. 

We have published 125 papers so far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presented our results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in Spain, Malaysia, Taiwan, and 

Hong Kong at the invitation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IAEA and WHO. We 

have submitted our results to international committees including UNSCEAR and IAEA. 

Our papers, presentation and results are well discussed and reviewed b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ocieties. 

This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exceeded all the similar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in the world. Our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extensively utilized i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are proved to have prime social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The 

investigation promotes understanding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among all circles in 

the society, and has important role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s and regulations of 

radiological hygiene, to foster justified utilization of medical exposures,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examinees and patients, and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s of 

relevant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Won the Second Prize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微量营养素补充对孕妇健康及胎儿和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荫士安 

 

本项专题通过研究多种微量元素对胚胎发育和免疫功能的影响，探讨与人类出生缺陷和

优生的关系；通过研究微量营养素间相互作用对孕妇健康和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孕

前和孕期妇女以及学龄前儿童补充多种为量元素的适宜补充量、补充形式和方法，研制可投

入应用的科学配方保健食品。 

研究包括钙、铁、锌不同配比对胚胎发育和子代生长发育的影响，观察到钙、铁、锌适

宜配比有利于胚胎发育和子代动物的生长发育；维生素 A和锌的胚胎发育毒性及缺乏对胚胎

发育的影响，建立了小鼠维生素 A和锌缺乏动物模型，证明孕早期缺乏维生素 A和锌可致胚

胎发育不良和畸形，使基因表达低下，得出纠正微量营养素缺乏必须在孕前进行的明确结论；

补充铁和维生素 A对学龄前儿童免疫功能的影响，对隐缺铁儿童实施营养干预，可有效预防

缺铁性贫血和降低患病率；不同化学形式钙和不同补钙制剂的吸收利用率，以大鼠为模型比

较不同化学形式钙和不同商品补钙制剂的生物利用率和补钙效果，证明碳酸钙应是人群干预

的首选钙源；孕期补充钙、铁、锌等微量元素对孕妇健康及婴儿生长发育的影响，给孕妇联

合补充钙、铁、锌等微量元素，使其接近推荐膳食摄入量，改善孕妇健康和婴儿生长发育的

效果优于补充单一营养素，给孕中期妇女同时补充维生素 A和铁改善铁营养状况的效果优于

单纯补充铁或维生素 A；在幼儿园膳食中增加黄绿色蔬菜摄入量，采用稳定同位素稀释技术

研究证明可明显改善的维生素 A营养状况；根据以上研究成果，研制了适合我国儿童和孕妇

需要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人群评价获得满意效果。 

 

本项目获得微量营养素及适宜量补充对胚胎发育、孕妇健康和儿童生长发育影响的研究

成果对个改善孕妇和儿童营养状况、降低出生缺陷、防治营养缺乏病、优生优育、提高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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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研制的儿童多种维生素咀嚼片和孕妇多种微量营养素片已取得卫

生部国产保健食品批准证书。这两种产品配方结合我国儿童和孕妇的膳食特点，长期服用有

助于改善儿童和孕妇营养状况，并会产生很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荣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Effect of micronutrients supplementation on the health of pregnancies 

and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fetus and children 

 

Yin Shian et a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ased on a vast amount of scientific data from the basal studies with animal 

experiments and laboratory analyses and with the field surveys and intervention on 

pregnancies and children, the present programs first carried out the systemic 

studies in the micronutrient status and supplementation on the health of pregnancies 

and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fetus and children, the results clearly showed 

that the improvement on micronutrient status really was conductive to the health 

status of pregnant women and children, and the prevention of congenital malformation 

and nutrition deficiency prevalence. 

The present project mainly included the effect of nutritional factors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fetus and children, pregnant health,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ealth foods with adequate ratio in micronutrients. According to the 

factorial experiment design of three factors and two levels, the adequate match for 

calcium, iron and zinc had a beneficial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fetus and the 

growth of newborn animals. By establishing the animal model using mice in vitamin 

and zinc deficiencies, we have shown that vitamin A and zinc deficiencies in early 

stage of pregnancy could had harmful effects on the embryo and the increase of 

congenital malformation, and resulted in the decrease in the gene expression which 

adverse effect could be prevented by supplementing vitamin and zinc before pregnancy. 

The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 for the children suffered with recessive anemia 

markedly prevented iron- deficiency anemia(IDA) and decreased the prevalence of IDA. 

Increasing consumption of green and yellow vegetables in the kindergarten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vitamin A status in children; the supplementation of 

Ca+Fe+Zn+vitamin D based on the current Chinese RDA for pregnant women is advantage 

to the infant growth,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supplement only. It was shown that 

the combined supplementation of vitamin A and iron was particularly favorable to 

the improvement of iron status among the pregnant women in middle-term supplemented 

with vitamin A, iron, iron and vitamin A. 

 

 

Children multivitamin chewable and micronutrient tablet for pregnant women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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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as National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which products in formula were combined with the diet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hildren and pregnant women and could be taken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side-effects. These products can be used for improving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children and pregnant women and will produce huge economic returns and social effect. 

 

(Won the Second Prize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我国煤烟型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危害的定量研究 

环境与健康相关新产品安全所  金银龙研究员等 

 

 “我国煤烟型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危害的定量研究”是国家“九五”环保科技攻关专

题之一。此研究采用环境流行病学、环境化学、污染气象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建立暴

露浓度数学模型和大气颗粒物源解析确定燃煤污染物暴露水平，并定量研究其对人群健康危

害程度的技术方法，获得了大气环境常规监测资料不能得到的燃煤大气污染物 PM10、PM2.5、

B(a)P等的人群历史暴露水平、燃煤对大气污染物的贡献率及煤烟型大气污染的现状污染水

平；确定了燃煤污染物对人群健康危害的影响程度。 

此项目主要研究结果包括： 

（1）颗粒物源解析研究发现，在调查地区燃煤、土壤、建材、交通、冶金和燃油 6种

污染源中，燃煤对大气颗粒物的贡献率最大，为 33%-35%；在燃煤颗粒物 TSP中 PM10、PM2.5

所占比例分别为 82%和 63%，且 BaP、砷、镉、铬等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有害物质的 70-80%

富集在 PM10和 PM2.5颗粒物中。 

（2）重度污染区成人发生呼吸系统症状和阻塞性肺部疾病的危险性分别是相对清洁区

成人的 1.7倍和 1.5倍。重度污染区小学生发生呼吸系统症状和疾病的危险性分别是相对清

洁区小学生的 2.3倍和 2.6-5.7倍。 

（3）大气污染综合指数增加一个单位，小学生患哮喘的危险性增加 3.98 倍；LnPM10

升高一个单位，小学生呼吸系统大、小气道通气量分别降低 194ml 和 172ml；LnSO2升高一

个单位，小学生呼吸系统大、小气道通气量分别降低 69ml和 119ml。 

（4）煤烟型大气污染对小学生的非特异性免疫和体液免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对

小学生心电图和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5）随着燃煤污染程度的加重，孕产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有上升趋势。重度污染水

平地区不良妊娠结局中的先天畸形、死胎发生率分别是轻度污染水平地区的 2.2 倍和 3.6

倍。 

（6）建议在煤烟型大气污染治理中，对 TSP特别是可吸入颗粒物应予以优先考虑。 

 

本研究建立了以暴露浓度数学模型和大气颗粒物源解析确定燃煤污染物暴露水平、并定

量研究其对人群健康危害程度的技术方法，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比较，关键技术有较大突破，

技术水平高。经美国医学文献分析和检索系统 MEDLINE数据库(1988-2000.11)以及《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1983-2000.9)检索，未发现相同的研究报导，本科技成果填补了

国内外空白。 

(获 2002年度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Quantified study on human health impact ca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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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oal-burning air pollution in China 

 

Prof. Yinlong Jin’s research group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Related Product Safety, China 

CDC 

 

The study on “Quantified study on human health impact caused by coal-burning 

air pollution in China” is a special subject in the National “Ninth-five” Key 

Research Projec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is study, some important results 

were obtained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and pollution aerography. These results include: a) defining the 

coal-burning pollutant exposure levels by establishing the dose-exposure mathematic 

model and analyzing the sources of atmospheric particles; b) determining population 

historical exposure levels of coal-burning pollutants, such as PM10, PM2.5 and BaP, 

contribution ratios of burning coal to air pollutants, and current air pollution 

levels caused by burning coal, based on the result of a); and c) determining the 

extent of population health damage caused by coal-burning pollutants by using a new 

method developed by this study. 

 

 Some important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article sources, it was showed that the burning coal 

is the most main pollution source among 6 pollution sources including burning 

coal, soil, building materials, transportation, metallurgy and fuel. 

2. The contribution ratio of burning coal to air particles reached 33-35%. The 

ratios of PM10 and PM2.5 in TSP of coal-burning particles were as high as 80% and 

63%, respectively. Moreover, 70-80% of harmful substances, such as BaP, As, Pb 

and Cr, accumulated in PM10 and PM2.5. 

3. The risks of respiratory symptoms and COPD among adults in heavily polluted areas 

were 1.7 and 1.5 times as high as those in relatively clean areas, respectively. 

And, the risks of respiratory symptoms and COPD among pupils in heavily polluted 

areas were 2.3 and 2.6-5.7 times as high as those in relatively clean areas, 

respectively. 

4. The risk of pupils suffering from asthma increased 3.98 times with the increase 

of every unit of the pollution index. FVC and FEF50 of pupils decreased 194 ml 

and 172 ml respectively with the increase of every unit of the Ln(PM10), and 

decreased 69 ml and 119 ml respectively with the increase of every unit of the 

Ln(SO2). 

5. The rate of pregnant abnormalities showed an increased tendency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the coal-burning air pollution. The rates of congenital 

abnormality and dead fetus in heavily polluted areas were 2.2 and 3.6 times higher 

than those in relatively clean areas, respectively. 

6.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TSP, especially PM2.5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han 

other pollutants in the control of coal-burning ai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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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tudy, some new and important results were obtained,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thematic model of coal-burning type of air pollution exposure, 

the determination of exposure levels of coal-burning polluta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 used for quantitatively determining the extent of population health damage 

caused by air pollutants. To confirm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reference 

retrieval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USA Medical Literature”, “MEDLINE from 1988 

to 2000” and “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Disc Databank from1983 to 2000” and 

no similar research result and report were found,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ill up the some blan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ame or near 

research fields. 

 

(Won the second prize of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in China 

in 2002) 

 

中文学术期刊论文 

中心机关 

公共卫生领域热点问题回顾 

李立明,吕筠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公共卫生 2002V18N11 1281-1283 

 

原发性高血压的社区综合防治研究 

[The community-based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 control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李立明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 100083 

医学研究通讯 2002V31N12 6-10 

 

社会经济发展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互动作用 

李立明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中国公共卫生 2002V18N1 1-4 

 

全国省级疾病控制中心培训及继续教育现况分析 

陈慕磊,李全乐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21 

疾病监测 2002V17N8 304-307 

 

斯里兰卡茶叶的环境与健康问题 

Wickramasinghe_R,李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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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2V19N5 封三 

 

生物恐怖的特点与应对措施 

武桂珍,陈明亭,魏承毓 

北京 宣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疾病监测 2002V17N10 391-394 

 

生殖道感染(RTI)综合防治示范工程 

[Demonstrating project of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of 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 

曾光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华南预防医学 2002V28N1 1-4 

 

关于卫生标准编写中一些问题的商榷 

[Discussion on some questions in compiling the health standard] 

庞应发,刚葆琪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2002V28N1 50-51 

 

北京农村地区高血压家系调查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hypertensive pedigrees in rural area in Beijing] 

卢红艳,张红叶*,田秀珍**,李冰***,李绍华***,孙凯*,刘苏*,王丽萍***,窦相峰*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100037;**北京 石景山区慢性病防治所;***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北京 顺义区

南彩镇奉伯卫生服务中心 

高血压杂志 2002V10N5 490-492 

 

国内外消毒标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Pres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al trend of disinfection standard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王有森,谷京宇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中国消毒学杂志 2002V19N2 101-104 

 

肥胖问题-我国公共卫生的新挑战 

陈春明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1 1-2 

 

我国已建立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曾光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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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转变理论模式与艾滋病行为干预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behavior change and AIDS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徐缓,何景琳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2 115-118 

 

秩和比法及其应用 

[Rank sum radio and its application] 

田凤调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中国医师杂志 2002V4N2 115-119 

 

社区慢性病防治人力资源开发 

周海城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中国全科医学 2002V5N6 421-422 

 

北京地区 Wistar大鼠种群繁殖与生长比较研究 

[The comparison of reproduction and growth of closed colony wistar rats in Beijing] 

李根平,李学勇,赵金鹏,郝淑荣,鹿菊仙,王荣祖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100050 

中国实验动物学杂志 2002V12N3 135-137 

 

广东省阳江某刀具厂急性亚硝酸盐中毒调查 

[Investigation on acute nitrite poisoning in Yangjiang city,Guangdong 

province,China] 

余宏杰,罗会明,鲁锡荣,宋曲波,范子凡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10005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6 419-421 

中心直属单位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全国疾病监测系统 2000年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特点分析 

黄正京,王黎君,董英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 100050 

疾病监测 2002V17N7 265-266 

 

2002年 7月份全国甲乙类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 

[National data of class A and B infectious diseases in July 200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讯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控所 

疾病监测 2002V17N8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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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省法定传染病疫情动态摘抄(200206期) 

[Briefs of provincial notifiable diseases reported by national DSPs]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室 

疾病监测 2002V17N8 282 

 

2002年 7月份全国疾病监测点 35种法定传染病疫情动态分析 

[An analysis of 35 notifiable communicable diseases of national DSPs in July 200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控所疾病监测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控所疾病监测室 

疾病监测 2002V17N8 284 

 

新疆和宁夏碘缺乏病防治现况 

秦倩倩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0020 

疾病监测 2002V17N8 314-316 

 

2002年 8月份全国甲乙类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 

[National data of class A and B infectious diseases in August 200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讯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控所流行病室 

疾病监测 2002V17N9 321 

 

全国各省法定传染病疫情动态摘抄(200207期) 

[Briefs of provincial notifiable communicable diseases in China (200207)]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控所流行病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控所 

疾病监测 2002V17N9 322 

 

2002年 8月份全国疾病监测点 35种法定传染病疫情动态分析 

[An analysis of 35 notifiable communicable diseases of national DSPs in August 200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控所疾病监测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控所疾病监测室 

疾病监测 2002V17N9 324 

 

云南省疫情管理现况调查报告 

金连梅,徐昌,张红杰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控制所 100050 

疾病监测 2002V17N9 350-351 

 

结核病的特异性免疫诊断的研究进展 

徐敬华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 1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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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2002V17N9 352-355 

 

2002年 9月份全国甲乙类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 

[National data of class A and B infectious diseases in September 200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讯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控所流行病室 

疾病监测 2002V17N10 361 

 

2002年 9月份全国疾病监测点 35种法定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 

[Reported case number and reported incidence rates (per 100.000 ) of A,B and C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s in DSPs, September 2002] 

传控所疾病监测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疾病监测 2002V17N10 363 

 

湖南省狂犬病急剧上升原因调查分析 

唐青,谢世宏,郭绶衡,李小松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疾病监测 2002V17N10 376-377 

 

四川省石渠县鼠疫菌脉冲场电泳分析 

[Pulse-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of Yersinia pestis that isolated from Shiqu 

county,Sichuan province,China] 

魏建春,海荣,孙连芝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研究所 102206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V21N4 309-311 

 

全国省级实验室尿碘检测误差分析 

[Error analysis of urinary iodine test in provincial level laboratories] 

李素梅,李秀维,李淑华,谷云有,王建强,周玫君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碘缺乏病参照实验室 102206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V21N5 391-394 

 

海南省 1999年登革热疫区人、畜血清学调查 

[Serologic investigation of dengue fever in human and livestock in Hainan province 

in 1999] 

陶晓霞, 韩磊, 黎正伦, 陈玉本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02V13N5 369-370 

 

莱姆病螺旋体外膜蛋白 C研究进展 

陈建(综述), 万康林(审校)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河南 新乡医学院 

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2002V18N5 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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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 O157:H7引起的溶血性尿毒综合征患者血清抗体调查 

[Ser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patients with hemolytic uremic syndromes due to 

enterohemorrhagic Escherichia coli O157: H7 infection] 

徐建国, 程伯鲲, 冯丽萍, 景怀琦, 杨晋川, 赵广法, 汪华, 李洪卫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2 114-118 

 

我国部分产生志贺毒素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 O157:H7脉冲电场凝胶电泳分型 

[Molecular typing of Shiga-toxin 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O157: H7 isolated in 

China with pulsed field gel electrophresis] 

逄波, 景怀琦, 郑翰, 孙晖, 赵爱兰, 徐建国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2 123-126 

 

炭疽芽孢杆菌传统鉴定指征与毒力基因关系的评价 

[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index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Bacillus anthracis and its virulence determinant genes] 

海荣, 魏建春, 蔡虹, 张建华, 俞东征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2 131-133 

 

中国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大规模应用研究 

陈化新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2 145-147 

 

2001年全国碘缺乏病实验室外质控网络运行结果报告 

谷云有, 李秀维, 王建强, 李淑华, 周玫君, 李素梅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2 156 

 

巴楚县 2001年新疆出血热疫情的血清学证实 

[Serologic studies of Xinjiang hemorrhagic fever in Bachu county, 2001] 

韩磊, 唐青, 赵秀芹, 西条政幸, 陶晓霞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3 179-181 

 

迫切需要加强鼠源性传染病的监测与控制工作 

俞东征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3 228-229 

 

我国碘缺乏病防治现况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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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庆斯, 戴政, 马烨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002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4 243-245 

 

我国碘盐普及地区新生儿脐带血促甲状腺激素水平测定及其应用的探讨 

[Study on the meonate umbilical cord blood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level in the 

universal iodized salt areas and its application] 

董惠洁, 郑庆斯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002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4 250-253 

 

Monte Carlo方法在碘盐监测抽样方法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Monte Carlo sampling method in iodized salt monitoring] 

郑建东, 郑庆斯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002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4 262-264 

 

104株幽门螺杆菌插入序列 IS605、IS606的分布 

[Dissemination of insertion sequences IS605, IS606 among clinical isolate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 China] 

张茂俊, 张建中, 何利华, 郭浩岩, 尹焱, 周增芬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5 366-369 

 

基因芯片在传染病分子流行病学中的应用 

曾浔, 张建中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5 399-401 

 

北京市密云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和求医行为分析 

[Analysis on the situation of rti prevalence and behavior of health care-seeking 

in married women in Miyun county] 

张红杰, 高淑云, 李凤良, 岑阳, 曾光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 100050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2002V10N5 273-276 

 

实施生殖道感染综合干预控制 AIDS/HIV流行 

[Carrying out integreted intervention on RTIs, controlling the prevalence of 

HIV/AIDS] 

曾光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 100050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2002V10N8 452-454 

 

雷贝拉唑钠(波利特)对幽门螺杆菌的体外抑菌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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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利华, 尤元海, 闫笑梅, 张建中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胃肠病学 2002V7N  S A106 

 

女性生殖道感染流行病学调查和阴道分泌物病征处理探索性研究 

[An epidemiological survey on reproductive track infection and the investigation 

on syndromic approach on vaginal discharge] 

刘敏, 曾光, 张玲华, 刘志强, 李世勤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005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6 422-426 

 

5株新疆出血热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Study on the molecular biology of hemorrhagic fever virus in Xinjiang] 

唐青, 高佃平, 赵秀芹, 韩磊, 杭长寿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6 449-452 

 

中国莱姆病的病原学和流行病学调查 

[An etiolog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Lyme disease in China] 

万康林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旅行医学科学 2002V8N4 15 

 

布鲁氏菌属 DNA的多态性 

殷继明 

北京 昌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2002V17N6 341-346 

 

我国市县灭鼠中的鼠密度监测 

李镜辉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02V13N6 407-409 

 

食用盐中碘含量检测标准物质的研制 

[Development of th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determining content of iodine in edible 

salt] 

李素梅, 王建强, 谷云有, 李秀维, 李淑华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V21N6 500-502 

 

2002年 11月份全国甲乙类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 

[National data of class A and B infectious diseases in November 200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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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2002V17N12 441 

 

雷贝拉唑钠对幽门螺杆菌的体外抑菌效果观察 

[In-Vitro activity of rabeprazole (bolite) against helicobacter pylori] 

何利华, 尹焱, 尤元海, 闫笑梅, 张建中 

北京 昌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疾病监测 2002V17N12 452-454 

 

中国 2001年急性弛缓性麻痹病例监测系统现状评析 

[An analysis on working status of acute flaccid paralysis case surveillance system 

in China in 2001] 

曹雷, 张荣珍, 左树岩, 张兰香, 梁晓峰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0050 

中国计划免疫 2002V8N6 310-313 

 

常规免疫接种率报告系统的现状及报告质量影响因素探讨 

[Quality of reports of routine immunization coverage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s] 

左树岩, 王晓军, 曹雷, 张兰香, 张荣珍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0050 

中国计划免疫 2002V8N6 337-340 

 

幽门螺杆菌生物芯片 

张建中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医学杂志 2002V82N  S 40-41 

 

北京地区幽门螺杆菌 cagA基因序列特征分析 

尹焱, 孙兆军, 周军, 张建中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医学杂志 2002V82N  S 103 

 

螺旋涂布计数法在幽门螺杆菌研究中的应用 

尤元海, 张建中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医学杂志 2002V82N  S 112 

 

幽门螺杆菌 AlpA基因的检测与表达 

谷爱娣, 周军, 何利华, 尹焱, 孙兆军, 张建中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0 

中华医学杂志 2002V82N  S 112-113 

 

深低温保存胃粘膜标本对幽门螺杆菌检出率的影响 

何利华, 尹焱, 尤元海, 张建中 

北京 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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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杂志 2002V82N  S 113 

 

幽门螺杆菌热休克蛋白 B的表达与纯化 

孙兆军, 张建中, 尹焱, 何利华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医学杂志 2002V82N  S 131 

 

幽门螺杆菌 2-D电泳条选择 

李波清, 邹清华, 何利华, 张建中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医学杂志 2002V82N  S 133-134 

 

中国幽门螺杆菌菌株库及其网站建设 

周军, 何利华, 张建中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02206 

中华医学杂志 2002V82N  S 139 

 

抑制差减杂交技术在细菌基因差异表达研究中的应用 

张丽娟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 

国外医学·微生物学分册 2002V25N4 9-10 

 

RTX毒素家族研究进展 

刘朋, 曲梅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 

国外医学·微生物学分册 2002V25N5 18-20 

 

2001年 12月份全国甲乙类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 

[National Data of Class A and B Infectious Diseases in December 2001]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研所流行病室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通讯组 

疾病监测 2002V17N1 1 

 

中国 2000年戒烟竞赛一年随访结果分析 

严迪英, 杨焱, 金燕乔, 刘茂伟, 贾培琪, 郭则宇, 李明珠, 郭爱青, 田学东 

北京 宣武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疾病监测 2002V17N1 40-封三 

 

2002年 1月份全国甲乙类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 

[Briefs of the National Data of Class A & B Communicable Diseases in January 2002]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通讯组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研所 

疾病监测 2002V17N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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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巴楚地区 2001年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现场调查报告 

[Surveillance on Crimean- Congo Hemorrhagi Fever in Bachu District of Xinjiang 

Province in 2001] 

唐青, 韩磊, 赵秀芹, 陶晓霞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疾病监测 2002V17N2 50 

 

中学生吸烟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马杰民, 陶沁, 宋恒兴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研所 100050 

疾病监测 2002V17N2 68-69 

 

我国流脑发病的形势与预防 

徐丽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疾病监测 2002V17N2 74 

 

青少年吸烟行为形成的影响因素 

冯育基, 杨功焕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0050 

疾病监测 2002V17N3 112-114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介 

张见麟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疾病监测 2002V17N3 117-118 

 

2002年 4月份全国甲乙类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 

[Briefs of the National Data of Class A and B Communicable Diseases in April 2002]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通讯组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研所 

疾病监测 2002V17N5 161 

 

2002年 5月份全国甲乙类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 

[National Data of Class A and B Infectious Diseases in May 2002]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研所流行病室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通讯组 

疾病监测 2002V17N6 201 

 

2001年各国口蹄疫疫情简介 

韩磊, 赵秀芹, 唐青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疾病监测 2002V17N6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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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6月份全国甲乙类传染病疫情动态简介 

[National Data of Class A and B Infectious Diseases in June 2002]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研所流行病室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通讯组 

疾病监测 2002V17N7 241 

 

WYD测碘仪与直接滴定法测定盐中碘含量的比较研究 

[A comparison of wyd instrument with direct titration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iodine 

content in salt] 

谷云有, 王建强, 李秀维, 李淑华, 周玫君, 李素梅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国家碘缺乏病参照实验室 102206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2002V20N5 324-327 

 

不携带霍乱毒素基因的 CTXΦ类前噬菌体基因组克隆与分析 

[Clone and analysis of CTX( phi) prophage genome which not carrying toxin genes of 

vibrio cholerae] 

阚飙, 刘延清, 祁国明, 章丽娟, 高守一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微生物学报 2002V42N5 573-581 

 

细菌的毒力岛 

[Pathogenicity island of bacteria] 

叶长芸, 徐建国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微生物学通报 2002V29N4 108-112 

 

布鲁氏菌与耶尔森氏菌感染的鉴别诊断试验研究(Ⅱ) 

[A study on the identification diagnosis of infection about Brucella SPP and Yersinia 

enterocolitia (II)] 

李兰玉, 邱海燕, 鲁齐发, 张伟, 尚德秋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2002V17N1 4-6 

 

埃尔托型霍乱弧菌模拟越冬株的致病性研究 

[Study on pathogenicity of overwintering strain of vibrio cholerae biotype E1Tor] 

刘端, 李峰, 孟凡亮, 王淑京, 张树波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 

中国公共卫生 2002V18N2 165-167 

 

斑疹伤寒型别鉴定的研究 

常丙功, 贺金荣, 王士明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国公共卫生 2002V18N4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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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00年戒烟竞赛一年随访结果分析 

严迪英, 杨焱, 金燕乔, 刘茂伟, 贾培琪, 郭则宇, 李明珠, 郭爱青, 田学东 

北京 宣武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疾病监测 2002V17N1 40-封三 

 

灰色数列 GM(1,1)模型在心脑血管疾病死亡预测中的应用 

[Grey series GM( 1,1)model in prediction of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周脉耕, 杨功焕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0050 

中国公共卫生 2002V18N5 625-627 

 

四川石渠县鼠疫耶尔森菌的分子生物学特征 

[Molecular biology characters of yersinia pestis strains isolated from Shiqu 

County,Sichuan province,China] 

海荣, 魏建春, 蔡虹, 周艳, 张建华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02V13N1 48-52 

 

PCR方法快速检测炭疽芽孢杆菌 

[Detection of bacillus anthracis in the environment using rapid PCR] 

魏建春, 海荣, 张志凯, 俞东征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02V13N2 105-106 

 

钩端螺旋体对数生长期的测定 

[Measurement of logarithmic phase in Leptospira interrogans serovar 

icterohaemorrhagiae strain Lai] 

黄红垒, 徐建国, 蒋秀高, 聂一新, 肖玉春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2002V18N3 60-63 

 

耶尔森氏菌毒力岛的研究进展 

张志凯(综述), 俞东征(审校)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2002V18N3 86-88 

 

空间条件对乳酸菌遗传学及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The effects of space aeronautical condition on the genetic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actobacilli] 

李芳, 邓庆东, 刘秉阳, 郭兴华, 许怡, 贾世芳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02V14N3 138-139 

 

人口老化及危险因素改变对肺癌死亡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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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脉耕, 王黎君, 黄正京, 杨功焕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与微生物学研究所 100050 

中国卫生统计 2002V19N3 161-162 

 

一种检测与评价洗衣粉消毒效果的方法 

[A method for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of disinfection efficacy of washing powder] 

李新武, 张流波, 李伟, 袁洽劻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0021 

中国消毒学杂志 2002V19N1 7-11 

 

两株大肠杆菌对消毒剂及冷热抗力的试验比较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of resistance of two strains of escherichia coli to 

disinfectants,cold and heat] 

刘秀岩, 孙守红, 李新武, 张流波, 袁洽劻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0021 

中国消毒学杂志 2002V19N2 82-87 

 

酪酸梭菌的抑菌作用研究 

[Inhibitory effect of Clostridium butyricum (CB) on bacteria] 

张树波, 崔云龙, 吴顺娥, 刘端, 万阜昌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0050 

中国新药杂志 2002V11N4 322-324 

 

中国肾综合征出血热监测 

陈化新, 罗成旺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1 63-66 

 

一种新的编码霍乱毒素的丝状噬菌体 CTAKΦ 

[A new tpye of filamentous phage CTAK(phi) encodes cholera toxin] 

邓训安, 高守一, 刘延清, 祁国明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1 1-5 

 

O139霍乱弧菌 CTAKΦ的基因水平转移的研究 

[Study on the role of CTAK(phi) in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邓训安, 高守一, 刘延清, 祁国明]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1 6-9 

 

新疆出血热病毒 S基因在真核系统的克隆和表达 

[Cloning and expression of XHFV S gene in eukaryote expression system] 

唐青, 于凤刚, 赵秀芹, 陶晓霞, Anna_Papa, A_Antoniadis, 杭长寿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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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1 28-32 

 

脑膜炎奈瑟菌 ACPS-BOMPC偶联物的免疫原性、安全性和稳定性 

[Immunogenicity,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ACPS-BOMPC conjugate of Neisseria 

meningitidis] 

孙银燕, 胡绪敬, 王军, 徐丽 

北京 北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2 170-174 

 

黄连素和 6种抗生素对大肠杆菌 O157:H7中国分离株产生志贺毒素的影响 

[The effects of 6 antibiotics and berberine on releasing of Shiga-toxin from 

Escherichia O157:H7 strains isolated in China] 

范光伟, 徐建国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2 218-221 

 

大肠杆菌 O157:H7基因组分析的启示 

徐建国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3 237-238 

 

霍乱弧菌不携带毒素基因的溶原性噬菌体 nct-CTXΦ基因组 RS区具有复制与整合功能 

[Replicative and integrative functions in RS in lysogenic bacteriophage nct-CTX(phi) 

genome without ctxAB in Vibrio cholerae] 

阚飙, 刘延清, 祁国明, 章丽娟, 高守一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4 435-438 

 

引起成人腹泻的新轮状病毒在原代人胚肾细胞上的培养和传代 

[Cultivation and serial propagation of a new rotavirus causing adult diarrhea in 

primary human embryo kidnay cells] 

纪绍忠, 毕烨, 杨红彦, 杨凤蓉, 宋俊其, 陶小霞, 崔晓英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华医学杂志 2002V82N1 14-18 

 

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儿童智能发育现况调查 

吴广林, 郑建东, 秦倩倩, 郑庆斯, 赵秀丽, 王彤宇, 刘品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与微生物研究所 100020 

中国校医 2002V16N3 203-204 

 

霍乱的分子流行病学 

刘延清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0206 

海峡预防医学杂志 2002V8N1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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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差减杂交克隆 E1 Tor霍乱弧菌流行株与非流行株基因组差异片段及其分析 

[Identification of genomic differential fragments between epidemic and nonepidemic 

strains of vibrio cholerae o1 e1 tor by using SSH] 

张丽娟, 阚飙, 杨帆, 高守一, 刘延清, 祁国明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02V18N5 573-577 

 

医护人员手消毒是控制医院感染的一项重要措施 

巩志业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02V3N1 66-67 

 

医院文化与医疗环境适应医疗保健行业新的市场需求-创建优良的医疗环境 

张丽娟, 赵立英, 阚飙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 

国外医学·医院管理 2002V19N1 27-29 

 

流行性出血热灭活疫苗大规模应用研究 

[Studies on a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inactivated vaccines against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陈化新,罗兆庄,张家驹,张遵宝,胡美娇,翁景清,阮玉华,朱凤才,赵铁镪,刘文雪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中华医学信息导报 2002V17N12 15 

 

霍乱弧菌与大肠杆菌 recA基因的功能互补性分析 

徐菁, 张达琳, 阚飙, 刘延清, 祁国明, 高守一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6 647-648 

 

深低温保存胃黏膜标本对 Hp检出率的影响 

[Effect on isolation of H.Pylori after low temperature storage of gastric biopsy 

specimens] 

何利华, 尹焱, 尤元海, 张建中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华临床医药杂志 2002V3N23 4-5 

中国莱姆病螺旋体 PD-91|外膜蛋白 A的克隆表达及免疫保护性的初步研究 

[Molecular cloning and expression of OspA of a Chinese Borrelia burgdorferi PD-91| 

and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vity of rOspAH] 

郝琴, 万康林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5 489-492 

 

幽门螺杆菌中国菌株转位因子 IS605的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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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quence analysis of IS605 in Helicobacter pylori from China] 

张茂俊, 张建中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102206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5 493-495 

 

O139群霍乱弧菌染色体中整合两种 CTXΦ前噬菌体基因组的多样性 

[Two different CTXΦ prophage genomes present on the chromosomes of Vibrio cholerae 

serogroup O139 strains and multiformity of their concomitance] 

陈爱平, 阚飙*, 陈拱立, 陈亢川, 刘延清* 

福建 福建省卫生防疫站;*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3 239-242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人乳头瘤病毒 16型 E6和 E7基因及其突变体转化活性的研究 

[Transforming Activities of the Mutants of HPV16 E6 and E7 Genes for Balb/c3T3 Cells] 

骆卫峰, 韩立群, 任皎, 田厚文, 陆振华, 谷淑燕, 阮力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100052 

病毒学报 2002V18N2 97-101 

 

A组人轮状病毒流行病学及疫苗研究进展 

[New advance of group A human rotavirus epidemiology and vaccine development] 

童志礼(综述), 方肇寅(审校)*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协和公共卫生学院 100021;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

究所 100052 

疾病控制杂志 2002V6N2 136-138 

 

CpG对乙型肝炎基因重组(CHO细胞)疫苗免疫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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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玉品, 詹美云, 毕胜利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病毒学报 2002V18N1 93-封三 

 

分子生物学方法在人类杯状病毒诊断和分型中的应用 

吕红霞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国外医学·病毒学分册 2002V9N2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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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合蛋白 sTNFRⅡ-IgG Fc的克隆、表达与活性分析 

[Cloning,expression and bio-activity assay of chimeric fusion protein sTNFRII-IgG 

Fc] 

徐春晓, 姚立红, 祖东, 陈爱珺, 黄国锦, 张智清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生物工程学报 2002V18N2 178-181 

 

蚯蚓纤溶酶新基因 PV-242|的克隆与表达 

[Cloning and expression of the novel gene-PV-242| of earthworm fibrinolytic enzyme] 

徐义辉, 梁国栋, 孙兆军, 陈飞, 付士红, 柴玉波, 侯云德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2002V29N4 610-614 

 

重组腺伴随病毒载体介导的 hEPO转移及表达 

[hEPO transfer and expression by a recombinant adeno-associated virus vector] 

伍志坚, 吴小兵, 王宏, 卢斌, 董小岩, 侯云德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2002V34N2 176-180 

 

一种人新型基因工程干扰素 rh-IFNα-m的高效表达、纯化和活性检测 

[Over expression, purification and defection of antivirus activity and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y of a novel engineered mutant interferon alpha-m] 

吕宏亮, 段招军, 李武平, 陈勇, 刘永清, 魏开坤, 侯云德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 2002V30N2 22-25 

 

幽门螺杆菌疫苗研究进展 

衣作安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 2002V30N3 53-57 

 

汉滩病毒西安分离株 84FLi的 L片段核苷酸序列测定以及分析 

[Sequence analysis of complete L segment of 84FLi,a Hantann virus isolated from 

Xi'an] 

李新红, 杨为松, 杭长寿, 白雪帆,黄长形, 李光玉, 张岩 

陕西 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全军感染病中心 710038 

马本江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中国病毒学 2002V17N3 221-225 

 

重组人肿瘤坏死因子可溶性受体Ⅱ(sTNFRⅡ)的纯化 

[Purification of soluble human 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 II] 

徐春晓, 姚立红, 祖东, 黄国锦, 严馨蕊, 柴映爽, 陈爱珺, 张智清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 2002V15N6 35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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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病毒Ⅱ型隐形感染免疫反应与 NPC的免疫治疗 

[Immunologic respone to the epstein-barr virus latent infection II And the 

immunotherapeutic strategies against nasopharyneal carcinoma] 

贾俊岭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中国肿瘤 2002V11N10 597-599 

 

1999-2000年卢龙县婴幼儿轮状病毒腹泻调查 

郑丽舒, 章青, 谢华萍, 林思恩, 吕红霞, 童志礼, 方肇寅, 唐景裕, 胡海宽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中华儿科杂志 2002V40N9 555 

 

针对问题深入研究中国的病毒性肝炎 

[Profound research in viral hepatitis in China for the question] 

毕胜利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肝炎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1 5-6 

 

耐热可溶性戊型肝炎病毒基因工程抗原的表达 

[Expression of thermal stable' soluble hepatitis E virus recombinant antigen] 

张明程, 伊瑶, 詹美云, 刘崇柏, 毕胜利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肝炎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1 20-22 

 

原核表达戊型肝炎病毒基因重组结构蛋白免疫保护恒河猴的初步实验研究 

[Preliminary evidence that a hepatitis E virus ( HEV) ORF-2| recombinant protein 

protects cynomolgus macaques against challenge with wild-type HEV] 

毕胜利, 鲁健, 蒋琳, 黄国勇, 潘海东, 江永珍, 张明程, 沈新亮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肝炎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1 31-32 

 

检测β-3|-整合素基因在汉坦病毒敏感细胞中的表达 

[Detec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beta)-3|- integrin on hantavirus permissive cells] 

董京芳, 蒋郁青, 王健伟, 解燕乡, 杭长寿, 洪涛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形态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1 40-43 

 

汉坦病毒 84Fli株 S和 M片段基因克隆、序列分析及在真核细胞中表达的研究 

[Molecular cloning,nucleotides sequence and transient expression of S and M genome 

segment of hantavirus Strain 84 Dfli] 

刘尊, 李德新, 李川, 王晓芳, 孟祥芝, 梁米芳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1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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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红素衍生物体外抗 HIV-1的初步研究 

[Effect of bilirubin derivative on HIV-1 in vitro] 

叶涛, 王琦, 陈国敏, 张驿, 闫芳, 王天宇, 马金石, 李泽琳, 曾毅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肿瘤与艾滋病研究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1 66-68 

 

卢龙县 0-1岁婴幼儿喂养方式与轮状病毒腹泻关系 

郑丽舒, 章菁, 唐景裕, 童志礼, 胡海宽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肠道组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1 68 

 

氯霉素乙酰基转移酶双抗体夹心 ELISA检测方法的建立 

[Establishment of a sandwich ELISA method for detection of reporter chloramphenicol 

acetyltransferase gene] 

高晨, 侯星生, 张福萍, 周伟, 袁育康, 董小平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1 69-73 

 

一组可提供 AAV载体复制和包装功能的重组 HSV-1 

[Generation of a series of recombinant herpes simplex viruses which can provide 

replicating and packaging functions for recombinant adeno-associated virus] 

伍志坚, 吴小兵, 侯云德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1 74-78 

 

中国不同民族人群中 PrP蛋白基因第 129位氨基酸多态性分析 

[Characteristics of polymorphism of 129^th| amino acid in PRNP among Han and Uighur 

Chinese] 

侯星生, 高晨, 张宝云, 周伟, 刘红, 董小平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形态研究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2 105-108 

人乳头瘤病毒 16型 E6和 E7基因突变体表达蛋白的稳定性和抗原性分析 

[Modification of HPV type 16 E6 and E7 genes, and analysis of stability and 

immunogenicity of the modified proteins] 

职慧军, 韩立群, 任皎, 田厚文, 骆卫锋, 梁雨, 阮力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遗传免疫研究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2 124-127 

 

新型基因工程干扰素受体结合域的改造及其生物活性测定 

[Mutation of LoopAB in HuIFN(alpha)1c/86D and enhancement of antiviral activity] 

胡荣, 马学军, 魏开坤, 王虹, 钱振超, 薛水星, 段招军, 侯云德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2 1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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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复制重组痘苗病毒中白细胞介素 6的表达及其对重组病毒免疫效果的影响 

[Expression of IL-6 in recombinant non- replicating vaccinia virus and studying its 

effects on immunogenicity] 

郭斐, 陆柔剑, 孙朝晖, 马海伦, 李军, 张颖妹, 马大龙, 阮力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遗传免疫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2 136-141 

 

流感病毒 A/广州/333/99(H9N2)毒株基因组特性的研究 

[Chracterization of genome of A/Guangzhou/333/99(H9N2)virus] 

郭元吉,谢健屏, 吴昆昱, 董婕, 王敏, 张烨, 郭俊峰, 陈继明, 陈稚峰, 李梓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流感病毒研究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2 142-145 

 

新生儿单纯乙型肝炎血源疫苗的免疫持久性和远期保护效果 

[Long-term efficacya and persistence of chinese infants after receiving only active 

plasma-derived hepatitis B vaccine] 

夏国良, 贾志远, 颜天强, 李荣成, 刘洪斌, 徐志一, 曹惠霖, 刘崇柏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肝炎病毒研究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2 146-149 

 

庚型肝炎病毒 NS5区优势抗原表位的表达及其抗原性的初步评价 

[Expression and antigenicity analysis of hepatitis G virus NS5 gene] 

丛郁, 焦宏远, 张文英, 田瑞光, 詹美云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肝炎研究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2 150-153 

 

EBVTK激酶基因在原核细胞中的表达及其在 NPC诊断中的意义 

[Expression,pur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application of EBV TK kinase] 

黄滨, 李伯军, 周为民, 皮国华, 唐慰萍, 谷淑燕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遗传与免疫学研究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2 184-186 

AAV载体质粒介导的荧光素酶 shRNA抑制其在哺乳动物细胞中的表达 

[Inhibition of Luciferase expression in mammalian cells by AAV vector plasmid 

mediated Luciferase shRNA] 

马鑫, 鲁晓春, 彭建强, 谭淑萍, 袁振华, 尹芳, 王宏, 吴小兵, 侯云德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基因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3 253-255 

 

表达 HPV16型结构蛋白的非复制型重组痘苗病毒的构建与鉴定 

[Constru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plication- deficient recombinant vaccinia 

virus co-expressing HPV type 16 L1 and L2 proteins] 

韩立群, 任皎, 梁雨, 田厚文, 职慧军, 骆卫锋, 陆振华, 魏兰兰, 阮力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遗传免疫研究室 1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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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3 256-260 

 

1990-2000年间我国乙型流感病毒 HA1基因演变的特征 

[Characterization of HA1 gene of influenza B virus circulated in 1990 through 2000 

in China] 

陈继明, 郭元吉, 郭俊峰, 董婕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流感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3 278-280 

 

回顾与展望-纪念我国汉坦病毒成功分离 20周年 

宋干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3 293-294 

 

Aptamer核酸药物的研究进展 

汪治清, 佟玉品, 杨新科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3 295-298 

 

EB病毒潜伏膜蛋白 2 DNA疫苗的构建及其初步免疫效果观察 

[Induction of Epstein-Barr virus-specific cytotoxic T lymphocytes by using latent 

membrane protein 2 DNA vaccine] 

朱伟严, 周玲, 王琦, 姚家伟, 曾毅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2 185-190 

 

人 CpG-寡脱氧核苷酸对质粒 DNA免疫刺激活性的影响 

[Augmentation of the immunostimulatory effects of plasmid DNA by incorporation of 

human CpG-oligodeoxynucletide] 

许洪林, 邓瑶, 王世峰, 郭斐, 陆柔剑, 阮力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遗传与免疫室 100052 

中华医学杂志 2002V82N7 492-495 

CpG寡脱氧核苷酸作为人用疫苗佐剂的初步研究 

[CpG-ODN is a potential candidate adjuvant for human vaccines] 

许洪林, 王世峰, 郭斐, 陆柔剑, 阮力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遗传与免疫室 100052 

中华医学杂志 2002V82N8 553-556 

 

Colti病毒及 Colorado蜱热 

陈慎仁, 陈林兴*, 谢若男*, 陶三菊** 

广东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515041;*广东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检验科 515041;**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汕头大学医学院学报 2002V15N3 1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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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综合征出血热 

宋干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预防医学文献信息 2002V8N1 120-128 

 

丝氨酸蛋白酶的重组表达 

[Functional expression of recombinant serine proteases] 

徐义辉, 梁国栋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2002V22N3 4-8 

 

疯牛病挑战与对策 

[The challenge and countermeasure of bovine sponsiform encephalopathy] 

洪涛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医学研究通讯 2002V31N11 2-4 

 

人 S100蛋白的表达及其抗血清的制备和脑脊液中 S100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 

[Expression of human S100 protein and preparation of specific antiserum for S100 

and establishment of a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for S100 protein in CSF specimens 

of patients with Creutzfeldt -Jakob disease] 

张福萍, 张瑾, 周伟, 董小平, 洪涛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形态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4 305-308 

 

流感病毒血凝素基因工程抗体的抗病毒实验效果观察 

[Antiviral effect of recombinant antibody to influenza virus HA antigen] 

杨贵宾, 王艳, 赵小东, 韩峰, 吴淑华, 侯云德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4 337-340 

 

共表达 HPV16型 E6和 E7突变基因重组痘苗病毒的构建及其抗肿瘤免疫效果的观察 

[Construction of recombinant vaccinia virus co- expressing mutant E6 plus E7 

proteins and detection of its immunogenicity and antitumor response] 

职慧军, 韩立群, 任皎, 田厚文, 骆卫锋, 梁雨, 阮力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遗传免疫研究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4 341-344 

 

用杆状病毒系统表达戊型肝炎病毒全长结构基因的研究 

[Expression of full-length hepatitis E virus structural gene using baculovirus 

expression system] 

张明程, 伊瑶, 刘崇柏, 毕胜利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肝炎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4 35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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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转瓶和生物反应器培养表达 HBsAg的哺乳动物细胞系的比较研究 

宗芳, 王文, 张陵林, 田淑芳, 阮力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遗传与免疫室 100052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02V16N4 400 

 

蚓激酶的克隆及其对 BHK细胞的作用 

[Lumbrukinase from earthworm-cloning and its effect to BHK cells] 

孙兆军, 梁国栋, 陈飞, 付士红, 沈悦, 柴玉波, 李晓宇, 徐义辉, 侯云德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002V18N6 776-779 

 

登革病毒基因组核苷酸序列与血清学分型的相关性研究 

[The relationships of serotypes and nucleotide sequences of the dengue viruses 

genome] 

宋宏, 付士红, 王寰宇, 梁国栋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中国病毒学 2002V17N4 297-303 

 

BIV在人源细胞 MT-4中的活性研究 

[The study on BIV activity in human cells MT-4] 

王书晖,熊鲲, 杨怡姝*, 朱义鑫, 夏秋雨, 陈国敏*, 王金忠, 陈启民, 耿运琪 

天津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300071;*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 100052 

中国病毒学 2002V17N4 354-357 

 

病毒属研究进展 

[Advances in research of coltivirus] 

徐丽宏, 梁国栋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00052 

中国病毒学 2002V17N4 385-391 

 

新疆出血热病毒核蛋白基因的高效表达及其在诊断中的初步应用 

[High-yield expression of nucleoprotein gene of Xinjiang hemorrhagic fever virus 

in bacteria and establish-ment of serological methodology for diagnosis and 

preliminary applications] 

马本江, 杭长寿, 解燕乡, 王世文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5 572-577 

 

汉坦病毒感染的血清学分型研究进展 

王世文, 解燕乡, 杭长寿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100052 

中国公共卫生 2002V18N12 1524-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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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地区鼻咽癌患者 EB病毒 LMP1基因缺失分析 

[Analysis of epstein-barr virus LMP1 gene deletion in patient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in northern part of china] 

郭秀婵, 杜海军, 何安光, 张永利, 李红霞, 曾毅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100052 

病毒学报 2002V18N4 307-311 

 

国产蜂胶对肝癌细胞体外杀伤作用的研究 

[Study of the killing effect of home made propolis o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in vitro] 

郭秀婵, 叶梁, 张永利, 曾毅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中国肿瘤 2002V11N7 431-432 

 

A组人轮状病毒流行病学及疫苗研究进展 

[New advance of group A human rotavirus epidemiology and vaccine development] 

童志礼(综述)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协和公共卫生学院 100021 

方肇寅(审校)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疾病控制杂志 2002V6N2 136-138 

 

轮状病毒 G血清型与婴幼儿腹泻严重程度的关系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rotavirus G serotypes and diarrhea severity in 

children] 

郑丽舒, 童志礼, 章菁, 谢华萍, 林思恩, 吕红霞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00052 

疾病控制杂志 2002V6N2 149-150 

 

中国 4株伯氏疏螺旋体基因型鉴定 

[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four stains Borrelia burgdorferi isolated in China] 

曾霞, 王树声, 刘敏, 张涛, 毕胜利*, 周永东* 

广西 南宁广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30021;*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6 635-637 

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蚊媒病流行病学中的阈值研究 

夏志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国外医学·寄生虫病分册 2002V29N3 110-114 

 

日本血吸虫副肌球蛋白分子及其抗感染免疫研究进展 

陈家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国外医学·寄生虫病分册 2002V29N4 1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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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虫的感染和免疫 

郭湘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国外医学·寄生虫病分册 2002V29N5 202-207 

 

医学外文文献的摘译方法 

官亚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国外医学·寄生虫病分册 2002V29N5 240 

 

我国防治丝虫病成绩卓著 

[Distingwished results of filariasis control in China] 

孙德建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 2002V15N2 65 

 

全国丝虫病监测和消除丝虫病工作进展 

[Advanced on filariasis surveillance and eliminating filariasis in China] 

段绩辉  湖南 长沙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10005 

孙德建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 2002V15N2 80-81 

 

温度对杀虫丁杀螺效果的影响 

[The impact of temperature on molluscacidal effect of "shachongding"] 

朱丹, 谢法仙, 鲍子平, 朱达培, 倪传华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 2002V15N3 178-179 

 

QY型威力牌电热液体蚊香有效杀蚊成分的测定 

季根妹, 高鸿飞, 王呜杰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 2002V15N3 插页 18 

 

我国中部地区目前的疟疾形势 

高琪      江苏 无锡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214064 

尚乐园    河南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顾政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 2002V15N4 193-194 

 

伯氏疟原虫青蒿素抗性产生与多药抗性基因 pbmdr-1的关系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emisinin-resistant strains of 

plasmodium berghei and pbmdr-1 gene] 

陈颖丹, 张家埙, 林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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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世界卫生组织疟疾、血吸虫病和丝虫病合

作中心 200025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 2002V15N5 267-269 

 

基于线粒体基因分析的中华血吸虫分子种系发生研究 

[Study on molecular phylogeny of schistosoma sinensium based on mitochondrial genes] 

张广军, 邱持平, 邱东川, 夏明仪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1 10-13 

 

不同地区微小按蚊 rDNA-ITS2序列差异 

[Sequence difference of ribosomal DNA second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n 

anopheles minimus in different localities] 

周水森, 汤林华, 顾政诚, 王漪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1 29-31 

 

抗日本血吸虫重组蛋白 20.8kDa抗原单克隆抗体的建株 

[The construction of monoclonal antibody cell lines against Schistosoma japonicum 

recombinant protein 20.8 kDa antigen] 

李浩, 张永红, 高馨, 孙杰, 裘丽姝, 冯正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1 34 

 

伯氏疟原虫青蒿素抗性系的培育研究 

[Study on inducing an artemisinin-resistant line of plasmodium berghei] 

陈颖丹, 林宝英, 张家埙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1 37-38 

 

中国日本血吸虫地域株基因差异的研究 

[Study on genomic diversity among different isolates of schistosoma japonicum in 

China] 

邱持平, Chris_Spolsky, 夏明仪, 陈勤, 童小妹, 龚昕, George_Davis, 冯正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2 79-82 

 

瑞香素体外抗疟作用与其铁螯合能力的关系 

[In vitro antimalarial effect of daphnetin relating to its iron -chelating activity] 

牟凌云, 王琴美, 倪奕昌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2 83-85 

 

中国大陆两种东毕吸虫 rDNA-LSU基因的序列分析 



 41

[Sequence analysis of rDNA- LSU gene of orientobilharzia turkestanicum from mainland 

of China] 

张广军, 陈勤, 邱持平, 夏明仪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2 86-89 

 

卫氏并殖吸虫染色体制备方法的改进 

[Improvement in the preparation of paragonimus westermani chromosome for karyotype 

analysis] 

陈韶红, 常正山, 陈名刚, 张永年, 冯正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世界卫生组织疟疾、血吸虫病和丝虫病合

作中心卫生部寄生虫病原与媒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3 155-157 

 

微小按蚊种团 mtDNA-COⅡ基因变异的研究 

[Molecular variation based on mtDNA-COII gene of members of the anopheles minimus 

group] 

周水森, 汤林华, 郑香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世界卫生组织疟疾、血吸虫病和丝虫病合

作中心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3 168-170 

 

双氢青蒿素与咯萘啶伍用治疗抗性恶性疟的研究 

[Study on treatment of multi-drug resistant falciparum malaria by using a 

combination of dihydroartemisinin and pyronaridine] 

刘德全, 林世干, 冯晓平, 陈文江, 陈溥林, 吴惠敏, 陈昌, 柳坚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4 193-196 

 

遥感用于鄱阳湖区钉螺孳生地的监测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for surveillance of snail habitats in poyang 

lake,China] 

伍卫平,George_Davis,刘红云,Edmund_Seto,吕尚标,张晶,华政辉,郭家钢,林丹丹, 陈红根, 

Peng_Gong, 冯正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4 205-208 

 

谷胱甘肽抑制蒿甲醚的抗血吸虫作用 

[Glutathione inhibits the antischistosomal activity of artemether] 

翟自立, 焦佩英, 梅静艳, 肖树华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4 212-215 

 

脂质体介导输送系统在疟疾防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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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osome-mediated delivery system in prophylaxis and therapy of malaria] 

张皓冰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4 245-248 

 

应用遥感技术快速确定鄱阳湖区钉螺孳生地的研究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Oncomelania hupensis snail habitat in the Poyang Lake 

region b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and Remote Sensing (RS)] 

郭家钢, 林丹丹, 胡广汉, 宁安, 刘红云, 吕尚标, 李东, 吴晓华, 王蓉蓉,  

陈名刚, 郑江, Marcel_Tanner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2 99-101 

 

气相色谱分析法测定丙烯菊酯含量 

[Determination of allethrin by gas chromatography] 

季根妹, 叶文炳, 王永兰, 王鸣杰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02V14N4 318-319 

 

HPLC-MS在麝香酮分析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HPLC-MS to analysis of muscone] 

张皓冰, 陶奕, 洪筱坤, 王智华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草药 2002V33N11 970-973 

 

气相色谱/质谱(GC/MS)联用技术对麝香的多成分含量分析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multi- Components of musk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张皓冰, 何昱, 贾国惠, 洪筱坤, 王智华, 叶愈青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成药 2002V24N11 868-871 

 

日本血吸虫 97kDa DNA疫苗与致弱尾蚴疫苗诱导免疫应答特征的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mune response induced by 97 kDa DNA 

and UV- attenuated cercariae vaccines of schistosoma japonicum] 

陈家旭, 刘述先, 曹建平, 宋光承, 徐裕信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5 257-261 

 

日本血吸虫分泌蛋白基因 Sjsp16的克隆与表达 

[Cloning and expression of a secretory protein sjsp16 of schistosoma japonicum] 

胡薇, 刘锋, 王聚君, 许学年, 韩泽广, 冯正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5 26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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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丝虫长爪沙鼠动物模型保种衰退期的观察 

[Observation on decline phase of maintenance of brugia malayi -meriones  

unguiculatus model] 

陈韶红, 孙德建, 施恒华, 袁以真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5 308-309 

 

蒿甲醚诱发日本血吸虫脂质过氧化 

[Artemether induces lipid peroxidation in Schistosoma japonicum] 

翟自立, 梅静艳, 焦佩英, 肖树华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2002V18N6 55-57 

 

血吸虫病低度流行区化疗对象筛查方法的比较及费用-效果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n different schistosomiasis case screen methods in 

hypo-endemic area] 

李军宏,汪天平, 肖祥, 吴维铎, 吕大兵, 方国仁, 蔡伟, 郑江, 许静, 王蓉蓉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实用寄生虫病杂志 2002V10N4 145-148 

 

蒿甲醚诱导日本血吸虫雌虫总抗氧化能力下降 

[Reduction of 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 in artemether- treated female schistosoma 

japonicum] 

翟自立, 梅静艳, 焦佩英, 肖树华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V20N6 354-357 

 

快速诊断包虫病免疫层析试条 

薛海筹, 范培昌 

上海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 200025 

地方病通报 2002V17N2 80-81 

微小按蚊复合体研究进展 

周水森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 

国外医学·寄生虫病分册 2002V29N1 8-13 

 

血吸虫基因组计划的概况及工作进展 

张广军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 

国外医学·寄生虫病分册 2002V29N1 17-21 

 

我国西部地区重大寄生虫病的危害及对防治工作的反思 

许隆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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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 200025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 2002V15N1 1-3 

 

一种应用遥感技术快速确定鄱阳湖区有螺洲滩的方法 

[A method of rapid identification snail habitat in marshland of poyang lake region 

by remote sensing] 

郭家钢,陈红根*,林丹丹*,胡广汉*,吴晓华,李东*,刘红云*,郑江,陈名刚, 

Marcel-Tanner[瑞]** 

上海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 200005;*江西 南昌江西省寄生虫病研究所 

330046;**Swiss Tropical Institute,Basel CH-4002,Switzerland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 2002V15N5 291-296 

 

世界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及防治进展 

[Schistosomiasis in the world and its control progress] 

陈名刚 

上海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 200025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02V14N2 81-83 

 

湖北钉螺分类和鉴定技术的研究进展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on taxonomy and discrimination techniques of oncomelania 

hupensis] 

许静, 郑江, 周晓农 

上海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 200025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02V14N2 152-155 

 

晚期血吸虫病对患者体能和劳动力影响的定量研究 

[Studies on impact of physical fitness and working capacity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chistosomiasis japonica in susong county] 

吴晓华, 汪天平, 吕大兵, 朱传刚, 方国仁, 吴维铎, 葛继华, 郑江 

上海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 200025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02V14N3 203-207 

 

体外蒿甲醚伍用血红素对血吸虫磷酸甘油酸激酶和丙酮酸激酶的影响 

[Effect of artemether combining with heme on activities of phosphogly cerate kinase 

and pyruvate kinase in adult Schistosoma japonicum in vitro] 

翟自立, 焦佩英, 梅静艳, 郭惠芳, 肖树华 

上海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 200025 

中国热带医学 2002V2N1 9-11 

 

液体蚊香煤油溶剂中 C14含量的测定 

[Determination of C14 concentration in the kerosene dissolvent of vaporizer mosquito 

liquid] 

季根妹 

上海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 2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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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带医学 2002V2N3 395-396 

 

蒿甲醚对血吸虫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谷胱甘肽还原酶的抑制作用 

[Inhibition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and glutathione reductase of schistosoma 

japonicum by artemether] 

翟自立, 尤纪青, 郭惠芳, 焦佩英, 梅静艳, 肖树华 

上海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 200025 

地方病通报 2002V17N4 19-22 

 

21世纪的中国血吸虫病防治 

郑江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2 81-82 

 

全球气候变暖对血吸虫病传播的潜在影响 

周晓农, 杨国静, 孙乐平, 洪青标, 杨坤, 王汝波, 华政辉 

上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00025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2 83-86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西某地吸毒人群的吸毒行为和性行为定性研究 

[Qualitative study of drug-using and sexual behaviors of drug users in Guangxi] 

明中强, 梁绍玲, Lorraine_Yap, 刘伟, 吴尊友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2 111-113 

  

肾综合征出血热灭活疫苗人群接种费用支付意愿研究 

阮玉华,傅继华, 康殿民, 张遵宝, 王昕宇, 王徽敏, 高明启, 王恒伟, 程万春, 王德全, 

张兴录, 王克安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5 408 

 

东北某地男同性恋者性行为及 HIV感染流行病学研究 

[Seroprevalence of HIV and risk behaviors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a 

northeast city of China] 

曲书泉, 张大鹏, 吴玉华, 朱昊, 郑锡文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V8N3 145-147 

 

中医治疗艾滋病的途径-实验和临床研究结合促进中医的发展 

蒋岩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参比实验室 100050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2V22N10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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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人群的行为干预策略探讨 

郑高鑫, 吕繁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V8N3 191-封四 

 

知识、承诺与行动-第 14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小记 

孙江平, 沈洁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V8N4 195-196 

 

1996-1998年中国流行的 E亚型艾滋病病毒 1型毒株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Molecular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a HIV-1 strain of subtype E in China between 

1996 and 1998] 

邢辉, 潘品良, 苏玲, 范秀娟, 冯毅, 强来英, 邵一鸣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V8N4 200-203 

 

中国部分地区艾滋病病毒 1型母婴传播回顾性追踪调查 

[An investigation on HIV- 1 transmission from mothers to children in selected areas 

of China] 

李关汉, 程何荷, 何云, 孙峰, 周曾全, 段松, 段一娟, 梅珊, 魏飞力, 冯鑫, 王世一, 

杨欣平, 佟伟, 顾丽芳, 曹韵贞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V8N4 204-207 

 

中国艾滋病病毒 1型流行毒株 V-3|环序列变异性的研究 

[Study on Sequence Variation in the V-3| Loop of HIV-1 Strains Prevalent in China] 

赵全壁, 潘品良, 温宁, 邢辉, 陈钊, 魏民, 邵一鸣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V8N4 208-211 

 

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艾滋病病毒 1型膜蛋白小鼠免疫后 IFN-γ的表达 

[Detection of IFN-(gamma) expression of mice by flow cytometry primed with dna and 

boosted with recombinant vaccinia virus expressing gp120 gene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吴岚, 冯毅, 张旭东, 刘颖, 唐海丽, 李红梅, 姚均, 冯鑫, 邵一鸣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V8N4 212-215 

  

我国 HIV-1B'/C重组流行株 Tat蛋白的表达、纯化及功能分析 

[High expression,pur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tat protein of HIV-1 

B'/C recombinant strains in China] 

陆彬, 邢辉, 赵全壁, 耿运琪, 邵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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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病毒学报 2002V18N4 297-302 

 

艾滋病的流行和预防 

[Epidemic of AIDS and its prevention] 

秦倩倩, 吕繁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传染病信息 2002V15N4 151-152 

  

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阮玉华, 傅继华, 康殿民, 张遵宝, 王昕宇, 王徽敏,  

高明启, 王恒伟, 程万春, 王德全, 张兴录, 王克安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100050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02V36N6 389 

 

中国艾滋病监测现状及近期监测工作要点 

吕繁, 刘中夫, 孙新华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V8N6 321-324 

 

佳息患联合施多宁治疗艾滋病病毒 1型感染的免疫反应效果 

[Virological and immunological outcomes in HIV-1-infected Chinese patients treated 

with A combination of efavirenz and indinavir for 48 weeks] 

李莉, 魏飞力, 梅珊, 冯鑫, 姚均, 曹韵贞, 金侠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V8N6 326-330 

 

东北某地男同性恋者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知识态度行为调查 

[A survey of knowledge,attitude and practice related to HIV/AIDS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a Northeast city of China] 

曲书泉, 张大鹏, 吴玉华, 朱昊, 崔岩, 赵东辉, 张婕, 郑锡文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V8N6 338-340 

 

中国女性吸毒者的吸毒、性行为特征及感染性病/艾滋病情况 

张敏英, 吴尊友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V8N6 368-370 

   

中医治疗艾滋病的途径-实验和临床研究结合促进中医的发展 

蒋岩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参比实验室 100050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2V22N10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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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1~CN54|合成 gag DNA疫苗鼻内免疫 BALB/c小鼠诱发的免疫应答] 

张欣, 陈磊*, 陶欣*, 杨贵波**, 邵一鸣* 

北京 北京佑安医院 100054;*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100050;**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2 184 

 

HIV感染者和 AIDS病人的心理反应、抑郁状况、社会支持及生命质量 

于冬梅, 乌正赉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21 

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 2002V19N3 97-101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达国家以社区为基础的慢性病综合干预经验 

姜垣, 白雅敏, 邵瑞太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02V10N5 235-237 

 

300例糖尿病患者社区强化管理和治疗的疗效观察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ystematic reinforcement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n community] 

刘尊永, 沈蔷, 楚亚琴, 徐爽, 张钧, 黄萍, 刘春先, 陆艳, 周志凯, 梁国芳, 孟光彦, 

安秀清, 肖韧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糖尿病杂志 2002V10N3 148-151 

 

SF-36量表在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测量中的应用 

王文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临床康复 2002V6N7 932-934 

 

成人糖尿病和糖耐量低减经济负担的病例对照研究 

[Cost Study on Adult Diabetic Patients and IGT Individuls In Three Enterprises of 

Shougang Community In Beijing By Case-control Method] 

刘克军,李新华, 王克安, 陆小平, 韩松, 王姮, 金水高, 白雅敏, 魏一大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慢性病与健康促进室 100050 

中国卫生经济 2002V21N7 36-39 

 

体重指数、腰围和腰臀比预测高血压、高血糖的实用价值及其建议值探讨 

[A discussion on utility and purposed value of obesity and abdomen obesity when body 

mass index,waist circamference,waist to hip ratio used as indexes predicting 

hypertension and hyper-blood glucose] 

王文绢, 王克安, 李天麟, 向红丁, 马林茂, 富振英, 陈君石, 刘尊永, 白锦, 冯晋光, 

金书香, 李彦琴, 秦汝莉, 陈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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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慢性病与健康促进办公室 10005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1 16-19 

 

烟草广告和促销对青少年吸烟行为的影响 

[Effects of Tobacco Advertisement and Sales Promotion on the Smoking Behavior in 

Teenagers] 

白杉, 杨功焕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02V10N6 284-287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染发剂与膀胱癌相关性的最新研究进展 

杨洋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1 36-37 

 

胸腺(九)肽 

陈竞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2 101-103 

 

看电视时间对儿童肥胖的影响 

李艳平, 马冠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2 115-118 

 

白藜芦醇的生物学作用 

刘兆平, 霍军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3 146-148 

 

口腔癌发展机制和生物标志物 

李宁, 孙正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3 149-152 

 

看电视对儿童少年认知及行为的影响 

李艳平, 马冠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3 157-161 

 

控制果汁及果汁饮料中腐败菌的非加热法 

关怀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和食品安全所 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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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3 182-185 

 

镉和锌在体内的相互作用 

韩军花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5 264-268 

 

肉类与癌症 

凌云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5 280-286 

 

甜菊糖苷的安全性研究进展 

李晓瑜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5 291-296 

 

稳定性同位素技术对锌代谢的评价 

王炎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4 247-248 

 

巧克力短期人体试食试验-对抗氧化功能的影响 

张馨, 崔文明, 王伟, 刘泽钦, 贾旭东, 韩驰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272 

 

茶多酚对辐照后小鼠生存状况与血中白细胞数影响的研究 

[Effects of tea polyphenols on mice survival rate and white blood cell count after 

radiation] 

计融, 钟凯, 李业鹏, 李燕俊, 李玉伟, 韩春卉, 赵熙, 张靖, 陈庭君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卫生研究 2002V31N5 394-395 

 

1999-2002年 6月全国重大食物中毒情况分析 

高小蔷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中国公共卫生 2002V18N9 1092 

 

影响我国四城市儿童少年肥胖的环境和行为因素 

[Environmental and Behavioral Factors Leading to Childhood Obesity in Four Cities 

of China] 

马冠生, 胡小琪, 李艳平, 马文军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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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02V10N3 114-116 

 

12000名农村中老年人食物消费模式调查分析 

[Investigation on the Styles of Food Consumption among 12000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rsons in Rural Areas] 

何丽, 赵文华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02V10N4 172-173 

 

运用量化分级管理促进“三绿工程”健康发展 

高小蔷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02V18N5 366-368 

 

中学生的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在营养教育前后的变化 

[Changes in nutrition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nutrition education] 

赵丽云, 翟凤英, 李丹, 常素英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国学校卫生 2002V23N2 147-148 

 

早餐频次对我国中小学生能量和营养素摄入的影响 

[Impact of Breakfast Frequency on the Intakes of Energy and Nutrients among Chines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马冠生, 翟凤英, 高树军, 葛可佑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中国学校卫生 2002V23N4 289-291 

 

中小学饮食服务人员对学校营养工作的认识、态度和需求 

[The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Needs of Food Service Staff towards School Nutri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胡小琪, 马冠生, 张辉, 漆采, 刘文忠, 蒋朝均, 李旭冬, 华隆超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中国学校卫生 2002V23N4 297-298 

 

我国城市儿童少年看电视时间的研究 

[The Television Viewing Tim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iving in Urban China] 

马冠生, 李艳平, 胡小琪, 马文军, 潘慧, 杨育林, 居建云, 徐留臣, 刘兵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7 411-413 

 

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对学校健康教育的认识、态度和需求 

[Perceptions of,Attitudes towards,and Needs for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among the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in China] 



 52

马冠生, 胡小琪, 张辉, 曹型远, 卢衍碧, 于秀琴, 黄昌乾, 王庆农, 宁冈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9 545-547 

 

正确看待亚硝酸盐 

[Correctly Look on Nitrite] 

吴永宁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中国食物与营养 2002V N3 13-16 

 

食品工业用菌的病原性研究 

[Study on the pathogenicity of fungi used in the production of foods] 

李凤琴, 计融, 李玉伟, 于洲, 韩春卉, 张静, 杨华, 罗雪云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2V14N4 3-7 

 

我国常见包装食品营养成分标识的现状分析 

[The study on nutrition labeling and its trust of common packaged food in China] 

冯悦红, 杨月欣, 石磊, 周瑞华, 徐筠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2V14N4 8-12 

 

某口服液促进泌乳作用的人体试食试验研究 

[Study on the effect of lactation-promoting of a health food on postpartum women] 

李燕俊, 李业鹏, 赵熙, 李丽文, 计融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2V14N4 18-20 

 

保健食品功能定位的探讨 

刘长喜, 严卫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2V14N4 27-30 

 

灵芝水提取液抗突变作用实验研究 

[Study on antimutagenic effect of the aqueous extract of ganoderma lucidum] 

崔文明, 刘泽钦, 王伟, 张馨, 李宁, 韩驰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2V14N5 11-13 

 

从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看我国食品卫生监督制度的改革 

高小蔷, 张宏, 张永慧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2V14N5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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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畜、禽肌肉中氯霉素残留量 

方从容, 蒋定国, 杨大进, 文玉雪, 王玉莲, 王竹天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2V14N6 17-19 

 

北京市郊区两所敬老院健康养老现状与问题初探 

[A primary study on health service status in old folks' home in suburbs of Beijing] 

何丽, 陈孝曙, 杨正雄, 薛安娜, 赵文华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中国全科医学 2002V5N9 705-707 

 

1997-2001年部分省、市食物中毒情况分析 

[The analysis on food poisoning from 1997 to 2001 in some provinces and cities] 

高小蔷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中国卫生监督杂志 2002V9N5 265-267 

 

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现状及管理对策 

高小蔷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02V3N3 238-239 

 

膳食鞘脂预防大肠癌的作用 

凌云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6 356-357 

 

父母提示对儿童少年饮食行为的影响 

[The Influences of Parental Prompt and Force on the Eating Behavior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马冠生, 胡小琪, 吴瑾, 马文军, 牟颖, 梁淑丽, 宋文东, 杨晓飞, 李弘冰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 100050 

中国学校卫生 2002V23N6 486-487 

 

淡水湖泊微囊藻毒素的污染和毒理学研究 

[Toxicology study on cyanotacterium microcystis and microcystins pollution in 

freshwater lake] 

徐海滨, 严卫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卫生研究 2002V31N6 477-480 

 

共建共享信息资源,完善网络文献全文服务 

娄人怡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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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2002V18N6 523 

 

北京市场常见包装食品营养成分标识的调查 

[The survey on food composition labeling of packaged food in market in Beijing] 

冯悦红, 杨月欣, 石磊, 徐筠, 周瑞华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中国卫生监督杂志 2002V9N6 332-335 

 

太湖地区城市饮用水微囊藻毒素与恶性肿瘤死亡率的关系 

[Microcystins in drinking water and cancer mortality in a city along Taihu Lake] 

陈艳, 俞顺章, 杨坚波, 林玉娣, 胡磊, 徐明, 沈炜, 陈传炜, 卫国荣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中国癌症杂志 2002V12N6 485-488 

 

强化钙与维生素 D牛奶对北京城区小学女生骨量的影响 

[Calcium and vitamin d fortified milk supplementation on bone mineral accretion in 

pre-pubertal girls in Beijing] 

马冠生, 张倩, 胡小琪, 杜学勤, 张新, 葛可佑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营养学报 2002V24N4 420-425 

 

保健食品的现状和法律对策 

高小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中国卫生法制 2002V10N4 26-28 

 

螺旋藻抗辐射作用研究 

崔文明, 张馨, 刘泽钦, 李宁, 韩驰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毒理学杂志 2002V16N3 174-175 

 

怎样应用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DRIs)评价个体和群体的膳食 

葛可佑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1 1-4 

 

中国不同“菜系”地区中老年人的膳食模式及食物摄入量研究 

[Study on the food consumption pattern of elderly people in four "cuisine" areas 

of China] 

赵文华, 由悦, 张馨, 王俊玲, 陈君石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1 34-37 

 

蛋白 A-绿色荧光蛋白融合蛋白的构建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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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fused protein A-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PA-GFP)] 

赵志晶, 刘秀梅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1 49-52 

 

富硒蒜对实验性高脂血症大鼠血脂及脂质过氧化作用的影响 

[Effects of selenium-enriched garlic on blood lipids and lipid peroxidation in 

experimental hyperlipidemic rats] 

张彬, 朴建华, 顾履珍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2 93-96 

 

出血性大肠杆菌单克隆抗体的制备与鉴定 

[Produ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onoclonal antibody against the O antigen of 

Enterohemorrhagic Escherichia coli] 

赵志晶, 刘秀梅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2 108-111 

 

食物分配评价指标探讨 

[A new measurement for assessing the intra- household food distribution] 

罗巍, 翟凤英, 金水高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2 126-127 

 

利用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法检测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中的基因修饰物质 

[Detection of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n genetically modified soybean 

and maize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method] 

毛德倩, 牟维鹏, 杨晓光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3 184-187 

 

白藜芦醇的雌激素样作用研究 

[Estrogenicity of trans-resveratrol in immature mice in vivo] 

刘兆平, 于波, 李文仙, 孙静, 黄建, 霍军生, 刘长兴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3 188-190 

 

中国成年人体质指数与血压关系的探讨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index and blood pressure in Chinese adult] 

王志宏, 翟凤英, 葛可佑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3 193-196 

 



 56

富硒大蒜和洋葱中功能性硒化合物的稳定性研究 

[Studies on the stabilities of bioactive selenocompounds in selenium-enriched 

garlic and onion] 

杨文婕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252-255 

 

多种钙剂不同钙含量对大鼠钙吸收及骨密度的影响 

[Influence of calcium content among different calcium agents on absorbing and born 

density of rats] 

何丽, 薛安娜, 付萍, 杨正雄, 王淑琴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258-260 

 

柯萨奇病毒 B－3|感染与克山病 

[Coxsackievirus B－3| infection and Keshan disease] 

黄振武, 夏弈明, 金奇, 吴红英, 黄汉菊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261-263 

 

中国 4城市中小学生早餐行为调查 

[Breakfast practice of students in four cities in China] 

胡小琪, 马冠生, 马文军, 徐留臣, 刘兵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273-274 

 

甘肃临夏地区孕妇、乳母及儿童碘营养状况的调查研究 

[Iodine nutritional status of pregnant, lactating women and children in Linxia 

Region of Gansu Province] 

石磊, 田园, 朴建华, 许洁, 周瑞华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282-284 

 

中药材中重金属的测定 

[Determination of heavy metal in Chinese herbs] 

李筱薇, 高俊全, 赵京玲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295-297 

 

中国八省居民生活条件的综合评价方法探讨 

于文涛, 翟凤英, 马林茂, 金水高, 李婕, 葛可佑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308-310 

 



 57

茶色素防癌作用研究-体外短期试验 

崔文明, 韩驰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314-315 

 

食物成分研究的发展与未来方向 

[Revolu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food composition studies] 

冯悦红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325-328 

 

克伦特罗的毒性作用及其中毒机制 

[Toxicological effects of clenbuterol in human and animals] 

张园园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328-330 

 

茶和姜黄素对二甲基苯并蒽诱发地鼠口腔癌的预防作用 

[Chemopreventive effect of tea and curcumin on DMBA- induced oral carcinogenesis 

in hamsters] 

李宁, 陈晓欣, 韩驰, 陈君石, 杨中枢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5 354-357 

 

茶多酚和茶色素对肝癌细胞株 HepG2细胞周期的影响 

[Effects of tea polyphenols and tea pigments on cell cycle of HepG2 cells] 

贾旭东, 韩驰, 陈君石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5 358-360 

 

中国六城市日托幼儿园儿童的膳食营养状况 

[Dietary status of preschool children from day-care kindergartens in six cites of 

China] 

荫士安, 苏宜香, 柳启沛, 张茂玉, 黄忆民, 刘晓芳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5 375-378 

 

毛细管电泳法测定人血浆胸腺九肽的含量 

[Capillary zone electrophoresis for determination of thymulin in human plasma] 

陈竞, 曲宁, 夏弈明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药学学报 2002V37N3 214-216 

 

补充微量营养素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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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icronutrients supplementation on the growth of children] 

杨月欣, 邵晓萍, 何梅, 韩军花, 边丽华, 门建华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营养学报 2002V24N1 37-41 

 

抗性淀粉对饮食诱发葡萄糖耐量异常的预防 

[The preventive effects of resistant starch on diet induced glucose intolerance] 

王竹, 杨月欣, 韩军花, 门建华, 洪洁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营养学报 2002V24N1 48-52 

 

抗性淀粉对大鼠锌营养状况的影响 

[Effects of resistant starch on zinc status in rats] 

王竹, 门建华, 杨月欣, 洪洁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营养学报 2002V24N2 167-170 

 

低硒与柯萨奇病毒 B－3/0|毒性突变 

[Low selenium and cardiovirulent mutation of coxsackievirus B－3/0|] 

黄振武, 夏弈明, 金奇, 吴红英, 吴亦伦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微 100050 

营养学报 2002V24N2 171-175 

 

茶对吸烟致人外周血淋巴细胞 DNA损伤的保护作用 

[Study on Preventive Effect of Tea on DNA Damage of Lymphocytes in Human Induced 

by Cigarette Smoking] 

崔文明, 张馨, 王伟, 李宁, 韩驰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国公共卫生 2002V18N8 944-945 

 

体外快速筛选和鉴别 Coxsackievirus B－3|有毒株和无毒株方法 

黄振武, 夏弈明, 金奇, 吴红英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V22N1 91 

 

茶多酚与茶色素对大鼠肝癌前病变组织细胞周期调节因子的影响 

[Effects of tea polyphenols and tea pigments on cell cycle regulators in rat liver 

precancerous lesions] 

贾旭东, 韩驰, 陈君石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02V36N4 225-228 

 

食品污染监测低水平数据处理问题 

王绪卿, 吴永宁, 陈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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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02V36N4 278-279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国内论文计量分析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scientific paper published in China of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李成捷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医学情报工作 2002V23N2 70-72 

 

中小学校领导对学校健康教育的认识、态度和需求 

[The perceptions,attitudes and needs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towards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胡小琪, 张辉, 高树军, 刘爱玲, 潘慧, 马冠生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国学校卫生 2002V23N1 9-10 

 

DMBA诱发的地鼠口腔癌模型中生物标志物研究 

[Study on the biomarkers in dmba-induced oral carcinogenesis in hamster] 

张馨, 刘立军, 王伟, 孙正, 李宁, 韩驰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北京口腔医学 2002V10N3 116-118 

  

中小学饮食服务人员营养知识现状及需求调查 

[The nutrition knowledge and needs of school food service staff in China] 

马冠生, 张辉, 胡小琪, 杨仁名, 郭庭兰, 闫晓红, 卫琼玲, 柳玉莲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国校医 2002V16N1 6-8 

 

我国 4城市儿童少年食物好恶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The food preference of children and adolecents in urban China] 

胡小琪, 马冠生, 马文军*, 杜琳**, 林国桢**, 任亚琦**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广东 广东省卫生防疫站 ;**广

东 广州市卫生防疫站 

中国校医 2002V16N2 107-109 

 

我国城市儿童少年家庭食物购买及其影响因素 

[The food purchase practi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milies living in urban 

China] 

马冠生, 胡小琪, 马文军, 潘慧, 杨育林, 居建云, 徐留臣, 刘兵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国校医 2002V16N3 193-195 

 

北京市西城区小学女生体力活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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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ysical activity pattern of elementary female students living in Xicheng 

District of Beijing] 

马冠生, 刘爱玲, 张倩, 胡小琪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国校医 2002V16N4 292-294 

 

中小学校健康教育课教师对学校健康教育的认识、态度和需求 

[The perceptions,attitudes and needs towards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teachers in China] 

张辉,马冠生,胡小琪,左从芝,陶成,骆秀凤, 张茂平, 张功能, 蒯家珍, 叶宏兵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2 70-72 

  

转基因食品的营养学评价 

[Nutrition evaluation of the transgenic food] 

杨月欣, 韩军花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国食物与营养 2002V N2 15-17 

 

蔬菜、水果的营养与健康 

[Nutrition and health of vegetable and fruit] 

李艳平, 马冠生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国食物与营养 2002V N2 42-44 

  

全国营养监测点居民户食盐碘含量的调查研究 

[The survey of iodine content of household salt in nutrition monitoring spots in 

China] 

石磊, 周瑞华, 何武, 富振英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02V3N1 24-26 

 

在版编目分类中存在的问题 

李成捷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02V11N3 26-27 

 

铁强化剂降低血铅的作用 

[Effect of iron fortifiers on blood lead exclusion in rats] 

王君, 高俊全, 李筱薇, 赵京玲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国公共卫生 2002V18N12 1485-1487 

 

茶对口腔癌前病变的干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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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opreventive effects of tea on human oral precancerous mucosa lesions] 

李宁, 孙正, 刘立军, 韩驰, 陈君石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6 428-430 

 

我国六城市日托幼儿园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preschool children from day -care kindergartens 

in six cites of China] 

荫士安, 苏宜香, 柳启沛, 张茂玉, 黄忆民, 刘晓芳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6 450-452 

 

中小学生营养知识、态度、行为调查与分析 

[Nutrition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f students i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李滢, 翟凤英, 常素英, 李丹, 赵丽云, 贾凤梅, 郝宏菲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6 454-456 

 

食物及饲料中泛酸的测定 

[Determination of pantothentic acid in food and feed] 

石磊, 杨晓莉, 周瑞华, 杨月欣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6 462-464 

 

肉及蛋类食品中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组分残留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Study on the tetermination of N- methylcarbamate insecticides  

in egg and meat by HPLC] 

李萍, 王绪卿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6 465-467 

 

中国八省成人膳食结构变化趋势分析-中国八省实例研究 

[The changing trend of dietary pattern of chinese population-an eight provinces case 

study in China] 

翟凤英, 王惠君, 杜树发, 葛可佑, Barry.M.Popkin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营养学报 2002V24N4 342-346 

  

国外食品安全状况对我国的启示 

陈君石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国卫生法制 2002V10N1 37 

 



 62

膀胱癌的流行病学和预防 

凌云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1 31-35 

 

柯萨奇 B-3|病毒经晚期孕鼠胎盘致母婴感染的小鼠动物模型研究 

[Study on experimental model of transplacental infection of coxsackievirus B-3| from 

the mother to the fetus in late gestation mice-1|] 

盛晓蓉,吴亦伦,贾雪梅*,黄振武**,吴纳新,王惠珠*,齐威琴*,夏弈明**,苏诚钦 

安徽 合肥安徽省医学科学研究所病毒室 230061;*安徽 合肥安徽医科大学组织胚胎学教研

室 230061;**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100050 

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 2002V7N4 311-313 

 

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低剂量效应研究进展 

汤宁, 董力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2 69-72 

 

出生前铅暴露的研究 

樊福成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2 87-92 

 

室内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 

张宏伟, 丁鹏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100021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3 162-165 

 

二异氰酸甲苯酯的健康影响 

张宏伟, 徐永俊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100021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4 204-205 

 

软骨藻酸的毒性作用机制研究概况 

高虹, 陈西平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100021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5 297-299 

 

电磁辐射对基因的影响 

黄相刚, 曹兆进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100021 

卫生毒理学杂志 2002V16N3 188-191 



 63

 

利用胶质细胞滋养层进行分离式原代神经元培养 

[Method of separate culture of primary neurons using glial feeder layer] 

白雪涛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100021 

卫生研究 2002V31N4 299-300 

 

中国城市儿童血铅水平调查 

[Blood lead level of children in the urban areas in China] 

戚其平,杨艳伟,姚孝元,丁亮,王雯,刘韵源,陈元,杨志平,孙玉东,袁宝珊, 

于传龙, 韩良峰, 刘学, 胡小红, 刘亚平, 杜正东, 曲莉萍, 孙芳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相关产品安全所 100021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3 162-166 

 

室内空气化学性污染研究 

徐东群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100021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02V3N3 178-181 

 

玉石雕刻作业粉尘控制的适宜技术 

[Appropriate dust control measures for jade carving operations] 

刘江, 王秋水, 刘光铨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100050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2V20N6 436-438 

 

采用同位素示踪技术对头发中微量元素测定预处理方法的研究 

[Effects of different hair washing methods on the contents of 

lead,cadmium,chromium,and mercury in human scalp hair] 

Weimin_Hu, 郑星泉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环境与职业医学 2002V19N6 374-378 

 

癌症易感基因及其所致肿瘤综合征的防治策略 

李毅民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 100021 

癌变·畸变·突变 2002V14N3 202-204 

 

我国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简介 

秦钰慧, 张丽霞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 100021 

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2V19N1 8 

 

光毒性试验方法研究 

[Study on method for phototoxicity test] 



 64

张丽霞, 宋丽华, 史勤俭, 秦钰慧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 100021 

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2V19N1 60-61 

 

2001年全国化妆品有效卫生许可批件监督抽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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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验动物学报 2002V10N1 27-29 

  

大鼠股骨灰分及骨钙含量的测定 

曹静祥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 100050 

环境与职业医学 2002V19N3 188-189 

 

五种香烟凝聚物诱发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核率增高 

郭海恩, 余淑懿, 李文华, 治洪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 100050 

环境与职业医学 2002V19N3 199 

 

硼硒联合对氟中毒大鼠的治疗效果研究 

[Effect of boron combining with selenium on rats with subchronic fluorosis] 

余淑懿, 治洪, 张月, 曹静祥, 李文华, 段志刚, 孙淑庄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6 423-425 

 

太原市小学生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观察 

[Micronucleus formation in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 among pupils in Taiyuan City] 

金银龙, 顾珩, 赵赤鸿, 王汉章, 程义斌, 邓晓为, 孙蔷, 刘力, 张燕萍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6 448-449 

 

硒硼拮抗氟中毒的研究进展 

曹静祥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6 472-473 

  

臭氧分析方法的研究 

[Study on the method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oone] 

吴亚西, 陆美自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 1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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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医学杂志 2002V4N4 227-229 

 

肺癌的家族危险性分析 

[Analysis of the familial risk factors on lung cancer] 

金永堂, 何兴舟*, 周晓铁** 

安徽 合肥安徽医科大学环境卫生学教研室 230032;*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流行病学研

究室 ;**安徽 安徽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 

中国肺癌杂志 2002V5N2 83-86 

 

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镇静催眠药物中毒 

孙承业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药物不良反应杂志 2002V4N2 107-110 

 

毒物危害与控制 

孙承业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毒控制中心 100050 

药物不良反应杂志 2002V4N1 29-31 

 

克伦特罗检测方法进展 

黄传峰, 李晓华, 吴宜群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毒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2002V12N5 634-636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快速检测尿中砷、汞、铅含量 

[Rapid detecting As, Hg, Pb contents in urine by microwave degradation -atom 

fluorescence] 

袁伯华, 周安寿, 鲁雁飞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毒控制中心 100050 

防化学报 2002V N3 31-33 

 

特非那丁毒副作用 

孙承业, 白鸿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毒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临床医生 2002V30N3 58 

 

咨询实例中草药川乌中毒 

白鸿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毒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临床医生 2002V30N4 62-63 

 

微波消解技术在中毒检测样品预处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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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伯华, 鲁雁飞, 周安寿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毒控制中心检测部 100050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2002V12N6 643-644 

 

我国胶粘剂职业危害及其控制对策 

[Occupational hazard of adhesives and thein control measures in China] 

张敏, 李涛, 何凤生, 郑玉新, 周安寿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2002V28N5 308-312 

 

重度 2,3,7,8-二恶英中毒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 

于冬梅, 吴维皑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1 24-26 

 

职业伤害流行病学方法的研究进展 

胡伟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3 174-178 

 

干细胞在毒理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张文众, 冷曙光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3 179-181 

 

端粒、端粒酶与癌变 

张相民, 何鹏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4 211-214 

 

采矿业工人接触柴油尾气与肺癌的关系 

张林媛, 琚志昌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4 222-224 

 

髓过氧化物酶基因多态性与疾病易感性的研究 

许建宁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2002V29N5 257-260 

 

利谷隆原药对大鼠亚慢性经口毒性试验的研究 

高耘, 邢彩虹, 戴宇飞, 李桂兰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287-289 



 72

 

尿中铅、镉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方法 

李春玲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303-304 

 

贯彻职业病防治法,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何凤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研究所 100050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2V20N3 161-164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管理 

冯利亚, 李朝林, 苏志, 贺青华, 刘海龙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研究所 100050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2V20N3 171-172 

 

某焦化厂作业工人皮肤损害的调查研究 

薛春霄, 纪玉良, 白永利, 陈涛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2V20N5 375-377 

 

防治儿童铅中毒刻不容缓 

吴宜群, 沈晓明, 何凤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3 161 

 

乡镇土法蓄电池回收对环境及儿童健康的影响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lead from small industry of battery recycling on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health] 

吴宜群, 黄清霄, 周晓容, 胡刚, 王祖兵, 李洪蒙, 鲍仁良,闫惠芳, 李春林, 吴立斌, 何

凤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3 167-171 

 

重度铅污染地区儿童铅中毒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A molecular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 lead poisoning in lead-polluted 

environment] 

郑玉新,冷曙光,宋文佳,王雅文,牛勇,张文众,闫惠芳,刘玉瑛, 黄清霄, 吴宜群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3 175-178 

 

铅污染区儿童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 

牛勇, 何凤生, 闫惠芳, 周晓蓉, 吴宜群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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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3 236-237 

 

如何做好动物实验 

[How to do the animal experiment] 

李学勇, 王晓宁, 孙岩松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实验动物科学与管理 2002V19N2 47-49 

 

肉毒毒素中毒 

丁茂柏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中国临床医生 2002V30N5 58 

 

职业性慢性二硫化碳中毒诊断标准的研究 

张寿林, 黄金祥, 周安寿, 丁茂柏, 周晓蓉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中国职业医学 2002V29N3 49-51 

 

山西省煤工尘肺发病状况的调查 

[The prevlence of pneunoniosis in miners in Shanxi province] 

陈永青, 蔡立群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中国卫生监督杂志 2002V9N4 207-209 

 

过敏性哮喘与细胞因子关系 

郎温芳, 谢晓霜, 杜庆成, 邹昌淇, 许建宁, 李电东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环境与职业医学 2002V19N3 187-188 

 

苯氧菌酯 90天亚慢性毒性研究 

邓海, 周晓燕, 崔涛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环境与职业医学 2002V19N3 189 

 

锌原卟啉作为儿童铅中毒筛查的界定值研究 

闫慧芳, 李春玲, 吴立斌, 周晓蓉, 侯大年, 李洪蒙, 鲍仁良, 胡刚, 王祖兵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6 489 

 

谷胱甘肽转移酶 T1基因型与苯中毒遗传易感性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T1 genotype and susceptibility to benzene poisoning] 

陈艳, 吴春玲, 戴宇飞, 邢彩虹, 李桂兰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卫生毒理学杂志 2002V16N4 21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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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搞好我国急性农药中毒的防治工作 

黄金祥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2V20N6 401-402 

 

血液灌流清除人体内毒鼠强的研究 

[Study on the effect using hemoperfusion to treat tetramine poisoned patients] 

葛晓伟, 李晓华, 关蕾, 马沛滨, 王海石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2V20N6 403-404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张敏, 李霜, 刘海龙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2V20N6 481-482 

 

检测肾毒性的生物标志物应用近况 

[Recent status in use of biomarkers to detect nephrotoxicity] 

黄金祥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2002V20N4 194-197 

 

硒对砷毒性的拮抗作用研究 

[Antagonism of selenium on arsenic toxicity] 

戴宇飞, 陈艳, 高耘, 邢彩虹, 张林林, 李桂兰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中国公共卫生 2002V18N10 1187-1189 

 

镇静催眠药物中毒 

孙承业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100050 

药物不良反应杂志 2002V4N2 107-110 

 

低水平铅暴露对 1-3岁幼儿智能发育的影响及干预指导 

[Effects of low-level lead exposure on neurobehaviour development in 1- 3 year-old 

children and the intervention guideline] 

吕京, 张丽丽, 戴耀华, 刘桂兰, 崔涛, 谢广云, 贺锡雯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1 4-6 

 

三种血液胆碱酯酶测定方法的比较 

王玉萍, 王绪玲, 李慧, 张巡淼, 何凤生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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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研究 2002V31N1 71 

 

苯致血液毒性遗传易感性与外源化合物代谢酶基因多态性 

[Individual susceptibility to hematotoxicity from benzene exposure and the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metabolic enzymes] 

陈艳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2 130-132 

 

生物技术药物药代动力学研究的分析方法 

[Analytical methods used in pharmacokinetics studies for biotechnology drugs] 

琚志昌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2 133-135 

 

过量氟对大鼠体内、外Ⅰ型胶原蛋白的影响 

[In vivo and in vitro study on the effect of excessive fluoride on type I collagen 

of rats] 

缪庆, 徐茗, 刘秉慈, 尤宝荣, 康宁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3 145-147 

 

大鼠肺泡Ⅱ型上皮细胞系 RAE-1的建立及其生物学特性 

[Establishment of rat alveolar type II epithelial cell line RAE -1 and it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张绪超, 刘秉慈, 缪庆, 尤宝荣, 徐茗, 何鹏, 张相民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3 148-151 

 

榉木尘提取液对小鼠肺组织脂质过氧化及 ref-1基因表达的影响 

[Effects of beech dust extract on lipid peroxidation and expression of ref-1 gene 

of mouse lung tissue] 

何鹏, 吕晓华, 吴德生, 董奇男, 王瑞淑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4 217-219 

 

颁布实施《职业病防治法》的重要意义 

周安寿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2V15N1 1 

 

长期低剂量接触甲基对硫磷的效应生物标志物研究 

[Investigation on the effect biomarkers of long term and low level exposure to 

methylparat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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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垛, 肖诚, 鱼涛, 王玉萍, 牛勇, 马兆扬, 何凤生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2V15N1 3-7 

  

大鼠急性有机磷杀虫剂及其混剂中毒的单肌纤维肌电图研究 

[Stimulation single fiber electromyography in rats with myasthenia induced by 

organophosphorus insecticides and their mixtures poisoning] 

肖诚, 牛勇, 何凤生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2V20N2 125-127 

 

SiO-2|粉尘介导的 DNA损伤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Study on silica induced DNA damage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 

余晨, 曾昭玉, 吴巍巍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2V20N2 128-130 

 

石英对大鼠肺上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增殖抑制及致 hprt基因突变的研究 

[Study on the silica-induced cytotoxicity and hprt gene mutagenisis in rat lung 

fibroblasts and alveolar type II epithelial cells] 

张绪超, 刘秉慈, 尤宝荣, 缪庆, 徐茗, 康宁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2V20N3 177-179 

 

三硝基甲苯血红蛋白加合物与接触量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moglobin adducts of trinitrotoluene and exposed level] 

宋文佳, 王雅文, 闫慧芳, 冷曙光, 谷也平, 刘玉瑛, 郑玉新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2V20N3 189-191 

 

肾虚血瘀的流行病学调查 

张敏英, 张勉之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20 

职业与健康 2002V18N8 160-163 

 

中国维吾尔族和彝族人群δ-氨基乙酰丙酸脱水酶基因多态性与铅遗传易感性的关系 

[The polymorphism of (delta)-aminolevulinic acid dehydratase and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lead toxicity in Uighur and Yi population in China] 

吕京, 吕新芳, 崔涛, 谢广云, 武荣国, 张晨, 贺锡雯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2V20N4 277-281 

 

维生素 D受体基因和血色素沉着症缺陷蛋白基因与铅中毒的遗传易感性 

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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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2V20N5 389-391 

  

风沙尘暴的非致癌性健康效应 

张林媛, 孙金秀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02V36N3 204-207 

 

538名中国汉族人口维生素 D受体基因多态性分析 

冷曙光, 宋文佳, 王雅文, 谷也平, 刘玉瑛, 吴宜群, 郑玉新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02V36N5 314 

 

苯中毒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 

高耘, 邢彩虹, 戴宇飞, 张林林, 李桂兰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中国卫生监督杂志 2002V9N2 81-84 

  

大鼠成骨细胞系 ROB-1的建立及氟对其 DNA损伤的实验研究 

[The establishment of immortalized rat osteoblast cell line ROB -1 and the study 

on DNA damage of ROB-1 after induction by fluoride] 

缪庆, 刘秉慈, 张绪超, 尤宝荣, 徐茗, 康宁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02V3N3 191-194 

 

贯彻职业病防治法规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李朝林, 刘海龙, 李霜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环境与职业医学 2002V19N1 8-9 

 

甲基丙烯酸环氧丙酯诱导人胚肺细胞恶性转化机制的研究 

尹学钧, 许建宁, 王全凯, 方福德, 邹昌琪, 何凤生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环境与职业医学 2002V19N3 182 

 

中国维吾尔族、彝族人群 VDR和 HFE基因多态性分布 

吕京, 徐霞, 崔涛, 谢广云, 贺锡雯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环境与职业医学 2002V19N3 183-184 

 

煤焦沥青所致的职业性皮肤病 

薛春霄, 纪玉良, 白永利, 陈涛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环境与职业医学 2002V19N3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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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配农药中毒的防治研究 

[Studies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mbined pesticides poisoning] 

何凤生, 陈曙|YANG|, 王心如, 黄金祥, 汤晓勇, 马兆扬, 孙金秀, 吴宜群, 赵金垣, 吕

京, 徐麦玲, 陶炳根, 文保元, 鲁锡荣, 王佩丽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中华医学信息导报 2002V17N11 16-17 

 

宫内铅暴露的行为畸胎学毒性及脑海马神经化学的改变 

[Behavioral teratological and neurochemical changes in rats exposed lead in utero] 

吕京, 张军, 张丽丽, 崔涛, 谢广云, 贺锡雯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6 405-407 

 

接苯工人外周血染色体损伤研究 

[Damage of chromosome in peripheral lymphocytes of occupational benzene-exposed 

workers] 

李桂兰, 李凌凛, 郭卫红, 常平, 席立强, 邢彩虹, 戴宇飞, 尹松年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6 410-413 

 

慢性苯中毒遗传易感性与细胞色素 P4502E1基因多态性关系的初步探讨 

[Susceptibility to benzene poisoning and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cytochrome 

P4502E1] 

陈艳, 吴春玲, 戴宇飞, 邢彩虹, 李桂兰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00050 

卫生研究 2002V31N6 414-416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概率安全评价的方法及当前进展 

安晶刚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88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02V22N3 225-226 

 

FD-71A型γ辐射仪的性能及正确使用 

欧向明, 赵士安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88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02V22N4 238 

 

全国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现状及存在问题 

王玉珍, 王秀娥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88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02V22N4 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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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和牙釉电子自旋共振辐射剂量学研究进展 

刘青杰, 陈德清, 陈金娣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88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02V22N4 305-307 

 

放疗剂量标准水模和检验水模的研制 

姜庆寰, 李开宝, 程金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38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02V22N5 318 

 

室内氡暴露居民外周血淋巴细胞 DNA损伤及微核细胞发生率 

[DNA damage in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s of residents with radon exposure in 

indoor] 

吕慧敏, 董金婵, 张翠兰, 张守志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88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02V22N5 340-342 

 

放射治疗机输出量比对 

罗素明, 何志坚, 李开宝, 程金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88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02V22N5 357-359 

 

努力发展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认真贯彻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与卫生法制监督工作会议精神 

郑钧正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88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02V3N2 封三-封四 

 

关于放射性豁免 

[On Exemptions of Radioactivity from Regulatory Control] 

周舜元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88 

中国辐射卫生 2002V11N4 193-195 

 

呼吸道吸入天然钍(ThO~2|)和稀土矿尘联合作用的研究简介 

[Combined Effects of Thorium Dioxide and Thorium Containing Rare -earth Iron Dusts] 

陈兴安,高凤鸣,王玉珍,肖慧娟,程永娥,陈莲,杨英杰,甄荣,韩轩茂,冯志良, 

包向春, 国体健, 邓芸辉, 冯国栋, 付全明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88 

中国辐射卫生 2002V11N4 247 

 

用牙釉电子自旋共振方法估算慢性辐射损伤人员的受照剂量 

[Retrospective ESR dosimetry for persons chronically exposed to ionizing radiation] 

刘青杰, 马文盛, 杨英杰, 姜恩海, 江波, 刘冬梅, 陈金娣, 陈德清 



 80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88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02V22N6 440-442 

 

CEC关于乳房 X射线摄影检查中受检者剂量的研究 

侯长松, 尉可道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88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02V22N6 464-465 

 

医疗照射防护的现状和进展 

[The pres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n medical exposures] 

李开宝, 安晶刚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88 

辐射防护通讯 2002V22N6 1-5 

 

重离子辐射生物效应的实验研究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n biological effects of heavy ion radiation] 

雷苏文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100088 

国外医学·放射医学核医学分册 2002V26N6 275-277 

农村改水技术指导中心 

中国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项目执行效果评价 

[Effects of China national rural water supply] 

付彦芬,姚建义,姚伟,邹显东,苏德林,高雨龙,张志远,徐静东,胡晓云,杨冰,游孟昆, 董坚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中心 102200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12 768-771 

 

健康教育所 

首次预防艾滋病大型公益文艺晚会《飘动的红丝带》大众传播效果评价 

[Effect evaluation of large scale publicwelfare performance on AIDS prevention & 

education with the scheme of “Fluttering Red Ribbon”] 

任学锋; 何景琳; 侯培森; 程玉兰; 王新伦; 马昱; 李雨波; 邢禾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1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02.26; 8(1): 20-23 

 

鼠疫防治工作中的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 

苑绍琦, 王晓春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2002V17N3 192-封三 

 

我所人事制度改革的做法和体会 

苑绍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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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1 

中国卫生 2002V N10 43-44 

 

全国血吸虫病健康教育终期评价 

[Final evalu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world bank loan national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program] 

孙建国, 王立英, 李江虹, 郝阳, 李雨波, 李方波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1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4 210-216 

 

美国健康教育工作规范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health education standards] 

程玉兰, 侯培森, 田本淳, 胡俊峰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1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4 229-231 

 

青少年学生控烟的有效途径-健康促进学校 

[Health-promoting school, an effective means of tobacco control among young 

students] 

马洪亮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1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4 232-233 

 

预防艾滋病大型公益文艺晚会-《飘动的红丝带》成功举办的几点启示 

[Successful englightenments gained from large- scale public welfare performance for 

AIDS prevention-fluttering red ribbon] 

马昱, 李雨波, 侯培森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1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5 326-328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以预防烟草使用为切入点发展健康促进学校”项目效果评价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the China/WHO project "development of health-promoting 

schools with tobacco use prevention as an entry point] 

马洪亮, 耿莉, 夏时畅, 侯家祥, 徐水洋, 于文平, 陈中文, 刘忠华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1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7 414-417 

 

应对爆炸恐怖事件的健康教育策略 

[Health education strategies copying with explosion terrorism] 

程玉兰, 侯培森, 田本淳, 胡俊峰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1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7 420-422 

 

儿童肥胖流行趋势及干预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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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lence of obesity among children and discussion on relevant strategies] 

吕书红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1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8 526-528 

 

智能低下儿童社会生活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The study on child social living ability of mental retardation and affecting 

factors] 

程玉兰, 腾红红, 张秀玲, 武英华, 赵若岩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1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02V10N5 307-309 

 

健康教育在应对恐怖事件中的作用 

胡俊峰, 侯培森, 程玉兰, 邢禾, 徐韬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1 

中国公共卫生 2002V18N11 1386-1388 

 

卫生部/联合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合作项目村级实施情况调查 

[The village level implement investigation of Public Health Ministry/United 

Nations"County primary health care"cooperated item] 

吕书红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1 

中国妇幼保健 2002V17N9 531-533 

 

化学恐怖应对的健康教育策略 

[Health education strategies of preparedness to chemical terrorism] 

邢禾, 侯培森, 胡俊峰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100011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6 356-358 

非法人独立单位 

公共卫生管理处 

部分省市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及监督管理概况的调查 

倪方, 樊永祥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2V14N5 34-35 

 

中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The status and challenge of food health supervision in China] 

倪方, 樊永祥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00021 

中国卫生监督杂志 2002V9N5 25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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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监测与信息服务中心 

卫生监督员资格考试试卷生成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熊光魁, 李中杰, 张娜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7 

中国卫生监督杂志 2002V9N2 100-101 

 

灾害疫情、突发卫生事件信息管理系统的实现与应用 

[Setting up reporting system of epidemic situation in disaster and emergency areas] 

熊光魁, 李良成, 吴永胜, 马伟, 张亮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公共卫生信息中心 100050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02V3N3 195-198 

 

乡村一体化管理对农村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影响 

[Effects of rural integrated management on equability of rural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王建生, 姜垣, 金水高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监测与信息服务中心 100050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02V22N8 8-10 

 

我国健康教育的问题与对策 

[Health education in China,review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张艳霞, 金水高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健康教育 2002V18N11 711-713 

 

高血压的社区防治 

[Progress in research of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for hypertension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fields] 

王丽萍, 马林茂, 张红叶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02V10N5 238-240 

 

个体匹配病例对照研究中的交互作用及其处理方法 

贺晓新, 金水高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公共卫生信息中心 100050 

中国卫生统计 2002V19N1 43-45 

 

用 SAS软件拟合广义线性模型 

王丽萍, 马林茂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公共卫生信息中心统计室 100050 

中国卫生统计 2002V19N1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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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规划中心 

中国麻疹控制策略的建议 

Alan-R.Himan, 王莉霞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计划免疫 2002V8N2 111-115 

 

川渝黔地区不同的脊髓灰质炎Ⅱ型疫苗重组病毒的分析 

[Analysis on different polio II vaccine recombinant viruses found in Sichu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and Chongqing City] 

张勇, 张礼璧, 侯晓辉, 秦明辉, 凌华, 叶绪芳, 祝双利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脊髓灰质炎实验室 100050 

中国计划免疫 2002V8N3 121-125 

 

甲、乙型肝炎联合疫苗的应用研究进展 

[The advances in research of application of combined hepatitis A and B vaccine] 

李军宏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 100050 

中国计划免疫 2002V8N5 291-294 

 

医疗废物处理与二恶英类物质 

李艺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02V3N4 344-345 

 

中国西部 5省预防接种安全注射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safe iniection of preventive inoculation 

in five provinces of western china and the affecting factors] 

李艺星, 朱徐, 王晓军, 村上仁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计划免疫 2002V8N6 341-343 

 

医疗废物的危害及管理 

[the danger and management of medical waste] 

李艺星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计划免疫 2002V8N6 361-364 

 

国产甲型肝炎灭活疫苗在儿童中应用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和免疫程序研究 

[Tne study on immunogenicity, safety and vaccination schedule of a new inactivated 

hepatitis A vaccine in Chinese children] 

刘崇柏, 任银海, 张玉成, 吴文婷, 李胜平, 康文学, 韩连军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中国计划免疫 2002V8N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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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现代结核病控制措施下结核病传染参数的研究 

[TB transmission parameter under modern tuberculosis control strategy] 

何广学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国防痨杂志 2002V24N6 340-342 

疾病控制与应急处理办公室 

中国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疾病现状 

杨维中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2002V18N1 1-4 

 

我国 1990-2000年传染病流行态势 

王子军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5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V23N4 312-313 

 

90年代我国人间鼠疫流行趋势分析 

[Analysis of epidemic situation of human plague in 1990s] 

王子军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2002V17N2 105-106 

 

部分地区霍乱联防工作回顾与分析 

张静, 李全乐 

北京 宣武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疾病监测 2002V17N5 185-187 

 

健康促进在不同人群的实现 

[The health promotes in different crowds' realization] 

鄂启顺 

北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100050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02V18N2 91-93 

中心挂靠单位 

地方病控制中心 

中国成人骨关节炎手骨 X线检出水平的地理分布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OA prevalence rates in Chinese adults t ested by 

rediography on right hand］ 

杨建伯; 李群伟; 唐晓波; 高本; 鲍文生; 王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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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大骨节病防治研究所 150001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11.20; 21(6): 459-463 

 

食用合格碘盐儿童尿碘水平调查 

张宏明; 刘颖; 张健; 于钧; 王守德 

哈尔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所 150086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11.20; 21(6): 486 

 

饮水加氟须慎重 

［Wate fluoridation should be prudent in China］ 

孙殿军 

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 150086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11.20; 21(6): 510-511 

 

砖茶含氟量综述 

［Summary on the fluoride content of brick tea］ 

孙殿军; 孙玉富 

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地氟病防治研究所 150086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11.20; 21(6): 515-518 

 

T-2毒素致 HeLa细胞 DNA断裂特征的高效毛细管电泳实验观察 

[Observation of DNA damage induced by T-2 toxin in HeLa cells by high 

performance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唐晓波; 姚洪菊; 青雪梅; 李德安 

哈尔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大骨节病防治研究所 150001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09.20; 21(5): 337-340 

 

2002年全国大骨节病病情监测总结报告 

[The monitoring report of Kashin-Beck disease prevalence rate of whole country in 

2002 year］ 

李群伟; 杨建伯 

哈尔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 150086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09.20; 21(5): 368-370 

 

单细胞凝胶电泳检测吸烟者外周血淋巴细胞 DNA的损伤 

[The detection of DNA damage of PBL in smoking population by SCGE］ 

姚洪菊; 卜黎明 

哈尔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大骨节病防治研究所 150001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09.20; 21(5): 404-406 

 

国际氟研究最新进展-第 24届国际氟研究协会学术会议 

[The new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fluoride research: The 24th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Fluoride Research］ 

孙殿军; 王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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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地氟病防治研究所 150086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09.20; 21(5): 410-412 

 

蛋白质和维生素 C对饮茶型氟中毒大鼠各器官病理形态学改变的影响 

[The effects of protein and vitamin C on path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organs from rats with drinking tea fluorosis］ 

王丽华; 孙殿军; 石玉霞; 沈雁峰; 赵新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地氟病防治研究所 150086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07.20; 21(4): 254-257 

 

中老年人手指骨骨膜增生的观察和分析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periosteal proliferation in hands］ 

王志武; 李群伟; 高本; 刘运起; 杨建伯 

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大骨节病防治研究所 150001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07.20; 21(4): 276-278 

 

陈旧性心肌梗塞患者 Q-Tc延长与心律失常的临床探讨 

张晓晔; 李述峰; 关承华; 邹玉臣 

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克山病防治研究所 150086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07.20; 21(4): 278 

 

全国居民户水平盐碘监测结果分析 

[Analysis on the results of iodized salt at household level］ 

于钧; 刘颖; 魏红联; 刘守军 

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所 150086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07.20; 21(4): 284-286 

 

新型饮水除氟剂蛇纹石降氟效果研究 

[Study on effect of defluoridation by Serpentine-a new drinking water 

defluoridation］ 

付松波; 孙殿军; 宋丽; 徐春蓓; 于光前; 吴玉; 万桂敏 

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地氟病防治研究所 150086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07.20; 21(4): 306-308 

 

真菌毒素与人类疾病 

[Mycotoxins and human diseases］ 

杨建伯 

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大骨节病防治研究所 150001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2.07.20; 21(4): 314-317 

性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心 

中国性病监测的回顾和展望 

邵长庚; 梁国钧; 龚向东; 陈祥生 

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皮肤病研究所全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 21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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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08.26; 8(4): 247-250 

 

开展性病/艾滋病电话咨询的方法与技巧 

［Method and skill in telephone counseling on STD/AIDS］ 

葛凤琴; 王全佩; 杨凭 

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全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办公室 210042 

中国健康教育  2002.02.20; 18(2): 109-110 

 

PCR检验技术在性病临床标本实验诊断中应用价值的研究 

［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PCR in laboratory diagnosis for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叶顺章; 王千秋; 王荷英; 李珊山; 张树文 

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皮肤病研究所全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 2 10042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2002.01.20; 16(1): 6-8 

 

性病病征处理的临床疗效观察 

［A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syndromic managem ent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王千秋; 翦大明; 谭美丽; 杨凭; 钟铭英; 王广聚 

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皮肤病研究所全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 210042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2002.01.20; 16(1): 21-23 

 

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 

肺结核病人的社会经济学调查 

［Socio-economic study on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王黎霞; 岳淑敏; 钱元福; 端木宏谨; 杨华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 101149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156-160 

 

129例肺癌骨转移放射治疗疗效分析 

夏广荣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放疗科 101149 

中国临床医药研究杂志  2002.04.25; (70): 5907 

 

肺切除术后患者对排痰护理感受的调查分析 

王丽娟; 吴光煜; 刘素芳; 赵秋月; 王学敏; 王秀华; 李海霞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护理部 101149 

中华护理杂志  2002.11.05; 37(11): 857-858 

 

支气管类癌 32例临床分析 

孟弃逸; 朱允中; 赵择刚; 杨声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北京肺癌诊疗中心肿瘤内科 101149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2.10.12; 25(10): 626-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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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化增加了亚甲蓝对肺癌细胞的毒性 

赖百塘; 汪蕙; 湛秀萍; 岳文涛; 王|YUE|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6.20; 5(S:S): 1-2 

 

烟草特殊亚硝胺与肺癌 

赖百塘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6.20; 5(S:S): 2 

 

呼吸阻抗预测肺癌患者术后呼吸衰竭的初步研究 

李琦; 操敏; 孙桂新; 阮红云; 王志茹; 张国红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6.20; 5(S:S): 3 

 

中国人 P53基因内含子 1内 VNTR区的多态性及其在肺癌研究中的应用 

李曦; 付瑜; 汪蕙; 赖百塘; 张春艳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6.20; 5(S:S): 5 

 

抗人肺癌单抗 5F-11噬菌体抗体库的构建及表达 

岳文涛; 赖百塘; 汪蕙; 湛秀萍; 张春彦; 扬学慧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6.20; 5(S:S): 7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张海青; 姜颖; 王重利; 严红; 王术增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病理科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6.20; 5(S:S): 16 

 

老年非小细胞肺癌 NP方案化疗的临床观察 

王敬萍; 李宝兰; 刘涌; 吕嘉林; 吴卫华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6.20; 5(S:S): 44 

 

拓扑替康治疗小细胞肺癌临床研究 

史鹤玲; 朱允中; 徐丽艳; 刘哲; 唐俊纺; 游永红; 许军涛; 张新勇; 孟弃逸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6.20; 5(S:S): 54 

 

肺癌早期诊断的分子基础 

The molecular basis of lung cancer early diagnosis 

汪蕙; 赖百塘 



 90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6.20; 5(S:S): 3-6 

 

肺癌预后的分子预测 

［Molecular prediction of lung cancer prognosis］ 

赖百塘; 汪蕙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6.20; 5(S:S): 35-42 

 

化疗与超分割放疗同步进行治疗肺癌的临床观察 

朱允中; 刘哲; 张树才; 史鹤玲; 徐丽艳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6.20; 5(S:S): 103 

 

静息肺功能状态对肺癌患者运动心肺功能的影响 

操敏; 李琦; 孙桂新; 张国红; 王志茹; 东博涛; 阮红云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北京医学  2002.10.10; 24(5): 353 

 

p53缺失和突变对人肺癌细胞系恶性表型影响的比较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p53 deletion and mutation on malignant phenotype of human 

lung cancer cell line］ 

汪惠; 赖百塘; 李金照; 杨学惠; 张春彦; 岳文涛; 张洪涛; 李曦; 湛秀萍等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细胞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101149 北京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8.20; 5(4): 245-249 

 

105例直径<3.0cm肺部孤立病灶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105 Cases with Solitary Pulmonary Lesion Less than 3cm］ 

宋小运; 白连启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肿瘤学杂志  2002.10.10; 8(5): 304 

 

袖式肺叶切除术治疗支气管肺癌 

闫东杰; 李世业; 陈霄嘉; 杨声; 许绍发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胸外科 101149 

中华中西医杂志  2002.10.15; 3(19): 1981-1982 

 

老年肺结核与糖尿病并存临床特点分析 

［Analyze on clinical characters of senior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with 

diabetes］ 

王淑霞; 高微微; 黄学锐; 王敬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华实用医学  2002.12.18; 4(23):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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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肺结核患病率偏高及其原因 

端木宏谨; 高微微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141-143 

 

噬菌体在结核分支杆菌研究中的应用 

黄海荣等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143-148 

 

中国结核病概况与结核病实验室检验 

胡兰; 王苏民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148-150 

 

2001-2010年肺结核病疫情预测的研究 

［Study on Pulmonary Tuberculosis Forecast from 2000 to 2010］ 

端木宏谨; 万利亚; 陈启明; 龚幼龙; 汪雁鹤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151-155 

 

建立增菌 PCR方法对痰涂片阴性肺结核早期诊断 

［Accelerated Diagnosis of Smear-Nega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with Bacteria 

Proliferation Accompanied PCR (BPAP)］ 

武玮; 潘毓萱; 田苗; 王苏民; 赵冰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160-165 

 

鸟分支杆菌 pncB基因的克隆及测序分析 m］ 

刘忠泉; 张宗德; 贾红艳; 段鸿飞; 马|YU|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170-173 

 

女性生殖器结核 58例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58 patients with female genital tuberculosis］ 

陈燕琴; 马|YU|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179-183 

 

102例老年结核性胸膜炎临床特点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102 Elderly Cases with Tuberculous Pleurisy］ 

胡瑛; 李宝兰; 孙怡芬; 朱莉贞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18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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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抗结核固定剂量复合剂的药效学和药代动力学研究 

［Pharmacodynamics and pharmacokinetics of domestic fixed-dose combination of 

antituberculosis drugs］ 

赵伟杰; 李惠文; 段连山; 梁桂芳; 张彤群; 陆宇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药物研究室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187-192 

 

支气管结核的 CT表现及动态观察 

［CT feature of bronchial tuberculosis and dynamic observation］ 

杨钧; 周新华; 马大庆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放射科 101149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193-198 

 

巨大肺错构瘤 2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窦学军; 白连启; 龚昌帆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胸外科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199-201 

 

辅助检查在术后急性肺血栓栓塞症诊断中的作用:附 1例病例报告 

阮洪云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心肺功能室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202-204 

 

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的置管及护理 

王秀华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204-206 

 

对患者术前访视需求状况的调查分析 

刘素芳; 王丽娟; 赵秋月; 王学敏; 原红; 李海霞; 盛瑞南; 洪黛玲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手术室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9.15; (3): 206-209 

 

噬菌体在结核分支杆菌研究中的应用 

［Phages in research on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黄海荣等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2.08.12; 25(8): 497-499 

 

盐酸拓扑替康治疗小细胞肺癌临床研究 

［Study on topotecan in the treatment of small-cell lung cancer］ 

史鹤玲; 朱允中; 刘哲; 徐丽艳; 唐俊纺; 游永红; 许军涛; 张新勇; 孟弃逸; 吴羽华; 

郭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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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101149 

北京医学  2002.08.10; 24(4): 251-253 

 

国产抗结核固定剂量复合剂的药效学和药代动力学研究 

［Pharmacodynamics and pharmacokinetics of domestic fixed-dose combination of 

antituberculosis drugs］ 

赵伟杰; 李惠文; 段连山; 梁桂芳; 张彤群; 陆宇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药物研究室 101149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2.06.12; 25(6): 333-336 

 

肺癌患者弥散功能特点及临床意义探讨 

［Characteristic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diffusing capacity in the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张国红; 操敏; 王志茹; 李琦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6.20; 5(3): 207-210 

 

脊柱结核诊治中的误区与对策 

林羽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临床医生  2002.07.05; 30(7): 16-18 

 

肺癌预后的分子预测 

赖百塘; 汪蕙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6.15; (2): 63-74 

 

甲基化增加了亚甲蓝对肺癌细胞的毒性 

Methylating Increased Cytotoxicity of Methylene Blue on Lung Cancer Cells 

赖百塘; 汪蕙; 湛秀萍; 岳文涛; 王|YUE|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6.15; (2): 74-79 

 

抗肺癌单抗 5F-11噬菌体抗体库的构建及表达 

［ Construction and expression of phage display library of anti-Lung aden 

ocarcinoma monoclonal antibody 5F-11］ 

岳文涛; 赖百塘; 汪蕙; 湛秀萍; 张春艳; 杨学慧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6.15; (2): 79-83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Express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张海青; 姜颖; 王重利; 严红; 王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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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病理科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6.15; (2): 84-87 

 

中国人 P53基因内含子 1内 VNTR区的多态性及其在肺癌研究中的应用 

［Polymorphism of VNTR region in P53 gene of Chines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tudying 

lung cancer］ 

李曦; 付瑜; 汪蕙; 赖百塘; 张春艳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6.15; (2): 87-90 

 

老年非小细胞肺癌 NP化疗方案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combination of vinorelbine and cisplatin in treatment of 

senile patients w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王敬萍; 李宝兰; 刘涌; 吕嘉林; 吴卫华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6.15; (2): 90-94 

 

肺癌肉瘤的诊断及外科治疗 

［Diagnosis and surgical treatment of lung carcinosarcoma］ 

韩鸣; 阮军忠; 闫东杰; 杨声; 马屿; 李世业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6.15; (2): 94-96 

 

肺大细胞癌 61例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61 cases with pulmonary large cell carcinoma］ 

于大平; 白连启; 闫东杰; 杨声; 杨世业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胸外科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6.15; (2): 97-100 

 

呼吸阻抗预测肺癌患者术后呼吸衰竭的初步研究 

［Study on prediction of post-operative respiratory failure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using indexes of respiratory impedance］ 

李琦; 操敏; 孙桂新; 阮红云; 王志茹; 张国红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心肺功能室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6.15; (2): 100-105 

 

围术期 TOF监测与残余肌松-潘库溴铵与维库溴铵的比较 

［ Perioperative TOF monitoring and residual curarization: pancuronium versus 

vecuronium］ 

郑晖; 苏跃; 李明远; 金清尘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麻醉科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6.15; (2): 105-110 

 

肺内炎性肿块与周围型肺癌的 CT鉴别诊断 



 95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ulmonary inflammatory mass and peripheral lung cancer 

by computed tomography］ 

杨钧; 马大庆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放射科 101149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6.15; (2): 110-116 

 

静息肺功能状态对肺癌患者运动心肺功能的影响 

［Effect of rest pulmonary function on exercise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操敏; 李琦; 孙桂新; 张国红; 王志茹; 东博涛; 阮红云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心肺功能室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6.15; (2): 116-121 

 

近年我国结核菌培养研究进展(续) 

单菊生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6.15; (2): 125-128 

 

呼吸阻抗预测肺癌病人术后呼吸衰竭的临床意义 

[The significance of respiratory impedance for prediction of post-operative 

respiratory failure in the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李琦; 操敏; 孙桂新; 阮红云; 王志茹; 张国红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心肺功能室 101149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2002.06.18; 18(3): 165-167 

 

结核病研究进展及热点 

端木宏谨; 赵雁林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3.15; (1): 1-5 

 

第四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 

[Report on fourth national epidemiological sampling survey of tuberculosis]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3.15; (1): 5-11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中免疫水平与结素试验反应关系的研究 

[Study on association of immune levels with tuberculin positive responses among the 

cases infected with HIV] 

郑素华; 李拯民; 冯惠忠; 张福杰; 崔为国; 余为业; 朱林; 谭爱军; 陈明朝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3.15; (1): 11-14 

 

含左氧氟沙星方案治疗肺结核病人近期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short-term effects of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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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by the regimen including levofloxcin] 

黄学锐; 卜建玲; 杜亚东; 高微微等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3.15; (1): 20-24 

 

氟喹诺酮类药物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的比较研究 

[Study on the activity of levofloxacin and sparfloxacin against clinical isolates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 vitro] 

张旭霞; 王苏民; 高微微; 李卫民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3.15; (1): 26-28 

 

单椎体结核 

[Single vertebra tuberculosis of spine] 

李亮; 李惟; 刘丽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骨科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3.15; (1): 28-31 

 

22例纵隔淋巴结核的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22 patients with mediastinal lymphoid tuberculosis] 

杨新婷; 杜冬贵; 周新华; 冒卫宁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内科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3.15; (1): 31-35 

 

后穹窿穿刺在诊断和治疗结核性盆腔炎中的临床价值 

[Application of culdocentesis 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elvic tuberculosis] 

陈燕琴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3.15; (1): 36-38 

 

关于加强现代手术室护士素质培养的体会 

刘素芳; 王丽娟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手术室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3.15; (1): 41-43 

 

病案内涵质量监控方法及对策 

翟莉; 张凤英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3.15; (1): 43-46 

 

近年我国结核菌培养研究进展 

单菊生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2002.03.15; (1):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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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左氧氟沙星方案治疗肺结核病人临床疗效观察 

[The short-term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pulmonary tubeculosis patients treated by 

the regiment including levofloxacinM.S.A] 

黄学锐; 卜建玲; 杜亚东; 高微微; 马屿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北京医学  2002.06.10; 24(3): 165-167 

 

血清抗脂阿拉伯甘露糖及 38kD抗体检测对涂阴肺结核及肺外结核诊断价值 

[Detection of lipoarabinomannan-38kD-IgG in serum for the diagnosis of pulmonary 

and extrapulmonary tuberculosis 

孔忠顺; 管波清; 古淑香等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内科 101149 

中国防痨杂志  2002.06.10; 24(3): 140-142 

 

第四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核分支杆菌耐药性分析与评价 

[Drug resistance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 a nationwide epidemiological 

survey in China in the year of 2000] 

姜广路; 赵立平; 付育红; 李云絮; 毕志强; 王苏民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2.04.12; 25(4): 224-227 

 

抗人肺腺癌单抗 5F-11噬菌体抗体库的构建及表达 

[The construction and expression of phage display library of anti humanlung 

adenocarcinoma monoclonal antibody 5F-11] 

岳文涛; 赖百塘; 汪惠; 湛秀萍; 张春彦; 扬学慧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北京市肿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肺癌分室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4.20; 5(2): 119-122 

 

代谢酶基因多态性与肺癌易感性关系的研究进展 

顾艳斐(综述); 赖百塘; 张树才(审校)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4.20; 5(2): 149-151 

 

鸟分枝杆菌 pncB基因的克隆及测序分析 

[Cloning and sequence analysis of the pncB gene of Mycobacterium avium] 

刘忠泉; 张宗德; 贾红艳; 段鸿飞; 马|YU|]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华实用医学  2002.07.28; 4(14): 1-3 

 

肺癌患者外周血 T淋巴细胞亚群及 NK细胞的检测 

[Detectlon of T lymphocytes and NK cells in blood of patients with lungCancer] 

时广利; 岳思东; 胡秀玲; 宋长兴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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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实用医学  2002.04.28; 4(8): 9-10 

 

黏质沙雷氏菌苗治疗恶性胸腔积液的临床研究 

[Serratia marcescens vac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pleural effu sion] 

史鹤玲; 朱允中; 徐丽艳; 刘哲; 游永红; 孟弃逸; 张新勇; 许军涛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 101149 

中华肿瘤杂志  2002.03.23; 24(2): 188-190 

 

82例初治痰涂片阳性老年肺结核患者的近期临床观察 

[The short-term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82 elderly in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孔忠顺; 高微微; 王敬; 戈启萍等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内一科 101149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2002.02.14; 21(1): 23-26 

 

糖尿病与肺结核 

[Diabetes Mellitus and Pulmonary Tuberculosis] 

马屿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内科 

当代医学  2002.02.15; 8(2): 63-66 

 

抗结核药物早期杀菌活性的测定 

许国祥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医药导报  2002.03.10; 21(3): 138-140 

 

p53反义 RNA对人肺癌细胞表型和顺铂敏感性的影响 

[Effects of p53 antisense RNA on malignant phenotype and sensitivity tocisplatin 

of human lung cancer cell line] 

汪惠; 赖百塘; 李金照; 杨学惠; 张春彦; 湛秀萍; 王|YUE|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2.20; 5(1): 1-5 

 

检测糖链抗原 CA242对恶性胸液的诊断价值 

[Diagnositic values of combined determination of carbohydrate antigen and tissue 

polypeptide antigen and neuron-specific enolase and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in the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王群慧; 张树才; 古淑香; 马屿; 贾红艳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肿瘤科 101149 

中国肺癌杂志  2002.02.20; 5(1): 44-47 

 

老年肺结核患病率偏高及其原因 

[Higher morbidity of senil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diseases and its causes] 

端木宏谨; 高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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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实用老年医学  2002.02.20; 16(1): 3-5 

 

老年肺结核与肺癌 

[Senil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lung cancer] 

马屿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实用老年医学  2002.02.20; 16(1): 16-17 

 

云南白药胶囊治疗肺结核小量咯血的临床观察 

张金福; 韩琦; 黑文明; 高薇薇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国防痨杂志  2002.02.10; 24(1): 53-54 

 

红细胞免疫中 RCIA活性及 CIC水平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Clinical value of activity of RCIA and quantity of CIC in RBC immune indiagnosis 

of lung cancer] 

刘忠泉; 胡秀玲; 宋长兴 

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临床免疫室 101149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2.02.15; 12(1): 38-39 

 

外来儿童卡介苗接种与结核感染情况调查 

吴新悦; 张成敏; 郑素华; 吴兆儒; 李春菊; 梁国兴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北京医学  2002.02.10; 24(1): 62 

 

掌握结核病流行趋势,指导结核病防治工作 

[Master the epidemic trend of tuberculosis,guide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端木宏谨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2.01.12; 25(1): 1-2 

 

第四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 

[Report on fourth national epidemiological sampling survey of tuberculosis] 

端木宏谨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101149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2.01.12; 25(1): 3-7 

 

鼠疫布氏菌病预防控制基地 

 

布氏菌病各系统损害的研究进展 

王季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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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布氏菌病预防控制基地 137000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2002.10.05; 17(5): 277-280 

 

布氏菌病全国重点监测点 1990-2001年监测结果分析 

［Analysis of 1990 to 2001 surveillance effect of national major surveil lance place 

for brucellosis］ 

|GANG|森林; 赵永利; 张士义 

白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布氏菌病预防控制基地 137000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2002.10.05; 17(5): 285-288 

 

1991-2000年中国鼠疫概况及疫情分析 

［Survey of Chinese plague and analysis of epidemic situations during 1991 to 2000］ 

房静; 刘振才; 张贵军; 孙启廷 

白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布氏菌病预防控制基地 137000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2002.10.05; 17(5): 288-290 

 

祁连山型鼠疫菌对 43种抗菌素敏感性的试验研究 

［The study of sensitive experiment of 43 kinds of antibiotics to Qi Lia n Mountain 

Y.pestis］ 

张贵; 张贵军; 刘秀芬; 孙启廷; 张市; 张春华; 魏凤辉 

白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布氏菌病预防控制基地 137000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2002.08.05; 17(4): 193-194 

 

PCR检测布氏菌 DNA的试验研究 

［A study of detecting Brucella DNA by PCR］ 

李铁锋; 王季秋; |GANG|森林; 张亚萍; 张桂珍; 赵永利; 杨振华; 王家岐 

白城吉林省地方病第一防治研究所 137000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2002.08.05; 17(4): 211-213 

 

生态型鼠疫菌对抗菌素敏感性的试验研究 

［Study on the sensitivity of ecotype y.pestis to antiobitics］ 

张贵军; 张贵; 邵奎东; 张市; 张春华; 孙启廷 

白城全国鼠疫布氏菌病防治基地 137000 

现代预防医学  2002.10.20; 29(5): 622-623 

精神卫生中心 

缩胆囊素 A受体基因多态性在精神分裂症家系中的传递不平衡检验 

［Cholecystokinin-A receptor gene polymorphism and schizophrenia :a tran smission 

disequilibrium test］ 

宋煜青; 周东丰; 尉军; 张向阳; 管振全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生化室 100083 

中华精神科杂志  2002.05.25; 35(2): 73-76 

 

抗抑郁药与信号转导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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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煜青; 周东丰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生化室 100083 

中华精神科杂志  2002.05.25; 35(2): 119-121 

 

多次住院的精神障碍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Retrospective study on readmission of psychiatric patients］ 

于欣; 沈渔村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100083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03.10; 16(3): 203-204 

 

阿尔茨海默病与锂盐-AD治疗方法的展望 

［Lithium and alzheimer disease (review)］ 

宋煜青; 周东丰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03.10; 16(3): 209-210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性别差异的认知研究 

［ Gender difference of neuropsychological function in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刘豫鑫; 王玉凤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100083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06.10; 16(6): 403-406 

 

ADHD儿童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前后认知功能的比较 

［EEG biofeedback on cognitive function of children with ADHD］ 

姜荣环; 王玉凤; 顾伯美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100083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06.10; 16(6): 407-410 

 

ADHD的认知功能缺陷及其机制研究进展 

［Advance of research on cognitive dysfunction of children with ADHD (review)］ 

刘豫鑫; 王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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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00083 

中国学校卫生  2002.06.15; 23(3): 261-262 

 

中国青少儿生长长期变化和干预建议 

［Secular growth changes of Chinese youth and intervene suggestions］ 

季成叶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00083 

中国公共卫生  2002.06.10; 18(6): 641-642 

 

中小学生背负不同重量行走时生理功能变化 

［Effects of walking with weight bearing on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pu pils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马军; 朱虹; 王海俊; 黄永波; 斯颀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00083 

中国公共卫生  2002.06.10; 18(6): 651-653 

 

儿童少年卫生学发展与展望 

叶广俊; 刘宝林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00083 

预防医学文献信息  2002.05.20; 8(3): 380-384 

 

生活技能教育对提高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研究 

［The role of life skill education on mental health of middle school stu dents］ 

周凯; 叶广俊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00083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05.10; 16(5): 323-326 

 

某中学高中女生儿童期性虐待发生情况调查 

［Prevalence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mong female students in a senior high school］ 

陈晶琦; Michael P.Dunne; 王兴文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00083 

中国学校卫生  2002.04.15; 23(2): 108-110 



 111

 

中学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课程设计初探 

马迎华; 张冰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00083 

中国学校卫生  2002.04.15; 23(2): 145-146 

 

注意生长长期变化的双面效应 

季成叶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00083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02.03.28; 36(2): 75-76 

 

中国学生贫血状况的动态观察 

［Dynamic analysis on the detecting rate of iron-deficient anemia of Chi nese 

students］ 

季成叶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00083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02.03.28; 36(2): 81-83 

 

学校生活技能教育 

周凯; 叶广俊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00083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02.10; 16(2): 127-129 

 

汉族儿童 LDL受体 AvaⅡ位点多态性分布与血脂谱水平的关系 

［Gene polymorphism at ldl receptor avaii locus and its relations with s erum lipids 

profile in 308 children of han nationality］ 

冯宁平; 朱文丽; 王莹; 马军; 叶广俊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100083 

中国公共卫生  2002.01.10; 18(1): 29-31 

 

老年保健中心 

 

尿铜蓝蛋白的检测方法及其评价 

魏洁; 高芳坤; 程建华; 陈仁涉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老年医学研究所、卫生部老年医学重点实验室) 100730 

中国临床医药研究杂志  2002.05.10; (71): 6200-6201 

 

中国 12个地区中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率调查 

［A survey of diabetes prevalence in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Chinese from 12 

areas of China］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老年医学研究所 100730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02.08.25; 18(4): 28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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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学术期刊论文 

Notice:  All treatises are published in English. 

 

Determination of genome size and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of four 

Chinese rickettsial isolates by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Zhang,-J-Z; Fan,-M-Y  

Rickettsial Laboratory, Institute of Epidemiology and Mic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Beijing, PR China. jzzhang@utmb.edu  

Acta-Virol. 2002; 46(1): 25-30  

 

Diversity of rotavirus strains among children with acute diarrhea in China: 

1998-2000 surveillance study.  

Fang,-Z-Y; Yang,-H; Qi,-J; Zhang,-J; Sun,-L-W; Tang,-J-Y; Ma,-L; Du,-Z-Q; He,-A-H; 

Xie,-J-P; Lu,-Y-Y; Ji,-Z-Z; Zhu,-B-Q; Wu,-H-Y; Lin,-S-E; Xie,-H-P; Griffin,-D-D; 

Ivanoff,-B; Glass,-R-I; Gentsch,-J-R  

Division of Enteric Viruses, Institute of Vir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00 Ying Xin Jie, Xuan Wu Qu, Beijing 10005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angzhyn@263.net  

J-Clin-Microbiol. 2002 May; 40(5): 1875-8  

 

Influenza activity in China: 1998-1999.  

Yuanji,-G  

Institute of Vir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00 Ying Xin Jie, 

Xuan Wu Qu, Beijing, PR China. cnic_gyj@263.net  

Vaccine. 2002 May 15; 20 Suppl 2: S28-35  

 

Expression of PrP(C) as HIS-fusion form in a baculovirus system and conversion of 

expressed PrP-sen to PrP-res in a cell-free system.  

Zhang,-F-P; Zhang,-J; Zhou,-W; Zhang,-B-Y; Hung,-T; Dong,-X-P  

Institute of Vir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Ying-Xin Road 100, 

Beijing 10005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rus-Res. 2002 Aug; 87(2): 145-53  

 

Cloning of cDNA encoding Schistosoma japonicum tropomyosin and its expression in 

Escherichia coli.  

Cao,-J; Liu,-S; Song,-G; Xu,-Y  

Department of Immunology,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China. caojp@yahoo.com  

Chin-Med-J-(Engl). 2002 Oct; 115(10): 1465-9  

 

Augmented bioavailability and cysticidal activity of albendazole reformulated in 

soybean emulsion in mice infected with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or Echinococcus 

multilocu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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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hua,-X; Jiqing,-Y; Mingjie,-W; Pieying,-J; Fanghua,-G; Junjie,-C; Wei,-J; 

Hotez,-P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7 Rui 

Jin Er Lu, 200025, Shanghai, PR China. shxiao1@yahoo.com  

Acta-Trop. 2002 Apr; 82(1): 77-84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ic observations on ultrastructural damage in 

juvenile Schistosoma mansoni caused by artemether.  

Xiao,-S; Shen,-B-G; Utzinger,-J; Chollet,-J; Tanner,-M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025, 

Shanghai,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ta-Trop. 2002 Jan; 81(1): 53-61  

 

Ultra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adult Schistosoma mansoni caused by artemether.  

Xiao,-S; Shen,-B; Utzinger,-J; Chollet,-J; Tanner,-M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Mem-Inst-Oswaldo-Cruz. 2002 Jul; 97(5): 717-24  

 

Molecular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lasmodium falciparum transportin.  

Xu,-X; Yamasaki,-H; Feng,-Z; Aoki,-T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hanghai,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asitol-Res. 2002 May; 88(5): 391-4  

 

Regional Network for Research,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of Asian Schistosomiasis 

(RNAS).  

Zhou,-X; Acosta,-L; Willingham,-A-L 3rd; Leonardo,-L-R; Minggang,-C; Aligui,-G; 

Zheng,-F; Olveda,-R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7 Rui 

Jin Er Road, Shanghai 20002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pdzhouxn@sh163.net  

Acta-Trop. 2002 May; 82(2): 305-11  

 

Studies of impact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working capacity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chistosomiasis japonica in Susong County, Anhui Province.  

Wu,-X-H; Wang,-T-P; Lu,-D-B; Hu,-H-T; Gao,-Z-B; Zhu,-C-G; Fang,-G-R; He,-Y-C; 

Mei,-Q-J; Wu,-W-D; Ge,-J-H; Zheng,-J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xhua8@etang.com  

Acta-Trop. 2002 May; 82(2): 247-52  

  

Recent investigations of artemether, a novel agent for the prevention of 

schistosomiasis japonica, mansoni and haematobia.  

Xiao,-S; Tanner,-M; N'Goran,-E-K; Utzinger,-J; Chollet,-J; Bergquist,-R; Che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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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J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Acta-Trop. 2002 May; 82(2): 175-8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mission of schistosomiasis japonic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Gorge Reservoir.  

Zheng,-J; Gu,-X-G; Xu,-Y-L; Ge,-J-H; Yang,-X-X; He,-C-H; Tang,-C; Cai,-K-P; 

Jiang,-Q-W; Liang,-Y-S; Wang,-T-P; Xu,-X-J; Zhong,-J-H; Yuan,-H-C; Zhou,-X-N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hanghai,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engjg@sh163a.sta.net.cn  

Acta-Trop. 2002 May; 82(2): 147-56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in the 21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chistosomiasis, Shanghai, July 4-6, 2001.  

Xiaonong,-Z; Minggang,-C; McManus,-D; Bergquist,-R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7 Rui 

Jin Er Road, Shanghai 200025, PR China. ipdzhouxn@shl63.net  

Acta-Trop. 2002 May; 82(2): 95-114  

  

Potential long-term toxicity of repeated orally administered doses of artemether 

in rats.  

Xiao,-S; Yang,-Y; You,-Q; Utzinger,-J; Guo,-H; Peiying,-J; Mei,-J; Guo,-J; 

Bergquist,-R; Tanner,-M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hanghai.  

Am-J-Trop-Med-Hyg. 2002 Jan; 66(1): 30-4 

 

Albendazole-soybean oil emuls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human cystic echinococcosis: 

evaluation of bioavailability and bioequivalence.  

Mingjie,-W; Shuhua,-X; Junjie,-C; Bin,-L; Cheng,-F; Weixia,-S; Hotez,-P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7 Rui 

Jin Er Lu, Shanghai 200025, China.  

Acta-Trop. 2002 Aug; 83(2): 177-81  

 

Diffusion of HIV/AIDS knowledge, positiv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hrough training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in China.  

Wu,-Z; Detels,-R; Ji,-G; Xu,-C; Rou,-K; Ding,-H; Li,-V  

National Center for AIDS/STD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AIDS-Educ-Prev. 2002 Oct; 14(5): 379-90  

 

Community-based trial to prevent drug use among youths in Yunnan, China.  

Wu,-Z; Detels,-R; Zhang,-J; Li,-V; Li,-J  

Zunyou Wu is with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IDS/STD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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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China.  

Am-J-Public-Health. 2002 Dec; 92(12): 1952-7  

 

What is China doing in policy-making to push back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nutrition transition?  

Zhai,-F; Fu,-D; Du,-S; Ge,-K; Chen,-C; Popkin,-B-M  

Institute of Nutrition and Food Hygiene,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ublic-Health-Nutr. 2002 Feb; 5(1A): 269-73  

 

A new stage of the nutrition transition in China.  

Du,-S; Lu,-B; Zhai,-F; Popkin,-B-M  

Institute of Nutrition and Food Hygiene,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  Public-Health-Nutr. 2002 Feb; 5(1A): 169-74  

 

Household stove improvement and risk of lung cancer in Xuanwei, China.  

Lan,-Q; Chapman,-R-S; Schreinemachers,-D-M; Tian,-L; He,-X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Engineering,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Beijing, China.  

J-Natl-Cancer-Inst. 2002 Jun 5; 94(11): 826-35  

 

Biological monitoring of combined exposure to organophosphates and pyrethroids.  

He,-F; Chen,-S; Tang,-X; Gan,-W; Tao,-B; Wen,-B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FS@public.bta.net.cn  

Toxicol-Lett. 2002 Aug 5; 134(1-3): 119-24  

 

Polymorphism of metabolic genes and susceptibility to occupational chronic 

manganism.  

Zheng,-Y-X; Chan,-P; Pan,-Z-F; Shi,-N-N; Wang,-Z-X; Pan,-J; Liang,-H-M; Niu,-Y; 

Zhou,-X-R; He,-F-S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Beijing 

100050, China.  

Biomarkers. 2002 Jul-Aug; 7(4): 337-46  

 

Lung function and symptoms among cotton workers and dropouts three years after the 

start of work.  

Zhong,-Y; Li,-D; Ma,-Q; Rylander,-R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Beijing.  

Int-J-Occup-Environ-Health. 2002 Oct-Dec; 8(4): 29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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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或参编的中外文书籍 

《生物恐怖应对手册》 

卫生部        马晓伟 齐小秋 （主编）  

中国疾控中心  李立明 （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办  鄂启顺 王子军 武桂珍 杨维中 （编委）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1月 

 

《化学与生物的恐怖事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立明 （主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办 王子军 鄂启顺 武桂珍 杨维中 （编委）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1月 

 

《病毒性肝炎防治手册》 

卫生部疾控司 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办   武桂珍 （编委）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2年 2月 

 

《化学恐怖应对手册》 

卫生部  马晓伟 齐小秋 （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立明 （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办    武桂珍 （编委）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9月 

 

《班氏丝虫病、马来丝虫病、现代寄生虫病学》第一版 

安徽蚌埠医学院        陈兴保 （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孙德建（编者之一）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第 431－455页，2002年 5月 

 

《寄生虫病的预防与控制、现代寄生虫病学》第一版 

安徽蚌埠医学院     陈兴保 （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许隆祺（编者之一）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第 143－155页，2002年 5月 

 

《寄生虫病诊断与治疗》第一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许隆祺（主编）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寄生虫病学教研室         薛纯良（主编）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5月 

 

《重要寄生虫病诊治指南》第一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许隆祺（主编）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寄生虫病学教研室         薛纯良（主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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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营养规划培训教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翟凤英（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              李丹（副主编） 

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10月 

 

《流行病学研究进展》（第 10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立明（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            王文绢（编者之一）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第 64－88页，2002年 

 

《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卫生服务的尝试与经验》 

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                     刘运国（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             杨焱（编者之一） 

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22－29页，第 69－73页，第 140－151页，2002年 1月 

 

《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指导手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心  杨凭（主编之一）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2年 9月 

 

《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督导评估手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心  杨凭（主编之一）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2年 9月 

 

《麻风病防治白手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心  李文忠（主编之一） 

科学出版社， 2002年 1月 

 

《性病诊疗与预防》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心  叶顺章（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心  杨凭（编者之一）叶干运 赖伟红 王

千秋 王荷英 马鹏程 尹跃平 孙建方 刘维达 李子仁 苏晓红 等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 1月 

 

《关爱自己－皮肤美容性病知识问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心  王千秋（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心  杨凭（编者之一） 

第二军医大学版社，第 79－91页，2002年 3月 

 

《性传播感染病征处理教程》 

卫生部疾控司、医政司       陈贤义（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心  杨凭（副主编之一） 

江苏科技出版社，第 63－78页，2002年 7月 

 

《最新科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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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教育出版社            喻纬（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心  杨凭（编者之一） 

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50－67页，2002年 6月 

 

《神经系统中毒及代谢性疾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所 何凤生 薛启冥（主编） 

中国军医出版社 2002年 7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条文释义 

卞耀武 张怀西 殷大奎 马晓伟（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所  周安寿 李朝林 陈永清（参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年 4月 

 

《环境因素与生殖健康》 

保毓书（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所  蔡世雄（参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2年 5月 

 

《当代内科学》 

杨晔（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所 张寿林 黄金祥 鲁锡荣（参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年 7月 

 

《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治疗学》 

匡培根（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所 何凤生 黄金祥 张寿林（参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年 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知识读本》 

史敏 赵同刚（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所 周安寿 李朝林 张敏（参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 11月 

 

《神经系统中毒及代谢性疾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所 何凤生 薛启冥（主编） 

中国军医出版社 2002年 7月 

 

《诺贝尔奖百年鉴(战胜瘟疫)传染病与病毒》 

病毒病所 

洪涛，王健伟（主编）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2年 3月 

 

《 院士笔下的现代医药》 

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 王正国（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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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病所 洪涛（编者之一，第 295-331页编） 

病毒病所 侯云德（编者之一，第 424-431页编）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6月 

 

《分子病毒学》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黄文林（主编） 

病毒病所 董小平（副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 8月 

 

《生物恐怖应对手册》 

卫生部 马小伟（主编） 

病毒病所 阮力（编者之一，第 25-37页编） 

病毒病所 郭元吉（编者之一，第 68-74页编） 

病毒病所 宋干（编者之一，第 85-92页编） 

病毒病所 李德新（编者之一，第 93-97页编， 106-121页编） 

病毒病所 陶三菊（编者之一，第 98-105页编，第 128-135页编） 

病毒病所 杭长寿（编者之一，第 122-127页编）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月 

 

《实用儿科学》（第 7版） 

北京市儿童医院 胡亚美（主编） 

病毒病所 陶三菊（编者之一，第 763-769页编） 

病毒病所 杭长寿（编者之一，第 832-837页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 12月 

 

《新发现和再肆虐传染病》（诊断标准和防治指南） 

福建省疾病控制中心 于恩庶（主编） 

病毒病所 宋干（编者之一，第 12-15页审） 

病毒病所 郭元吉（编者之一，第 16-35页编） 

病毒病所 陶三菊（编者之一，第 126-133页编，第 92-95页审）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2年 8月 

 

《新发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 

北京市卫生局 郭积勇（主编） 

病毒病所 陶三菊（编者之一，第 407-421页编） 

病毒病所 郭元吉（编者之一，第 422-437页编）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年 4月 

 

《抗体工程药物》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甄永苏 邵荣光（主编） 

病毒病所 梁米芳（编者之一，第 317-330页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年 11月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指南-传染性疾病与急性中毒预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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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马小伟（主编） 

病毒病所 郭元吉（编者之一，第 215-   页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流行病学方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大骨节病防治研究所 杨建伯（主编） 

黑龙江省出版社 2002.4 

 

《99中国碘缺乏病监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 

李忠之等（主编） 

刘守军、张政、孙树秋（副主编） 

苏晓辉（编者之一）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12 

 

《辐射与健康》 

辐射安全所  张守志(主编)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8 

 

《饮用水卫生处理技术》 

辐射安全所  刘英(编者之一) 

化工出版社 2002.9第 264-273 

 

《电离辐射源与效应》 

辐射安全所 

岳保荣（译者之一）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9第 289-488 

 

《电离辐射源与效应》 

辐射安全所 

孙全富（译者之一）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9第 961-1110 

 

《环境与生活》 

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 

邵强（主编）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9月 

 

《饮用水卫生与处理技术》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   

秦钰慧（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年 9月 

 

《室内空气污染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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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崔九思（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年 10月 

 

《消毒实用指南》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     

袁洽匡（主编） 

化工出版社；2002年 5月 

 

《环境与生活》 

中国卫生  殷大奎（丛书主编） 

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  刘江（编者之一）、刘光铨（编者之一）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刘江：第 79-86页；87-92页，刘光铨：第 61-68页；126-129页，

2002年 9月 

 

《2002中国卫生统计调查制度》 

卫生部（主编） 

环境卫生监测所  曹兆进（编者之一）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年 

 

《饮用水卫生与处理技术》 

环境卫生监测所  秦钰慧（主编）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 凌波（副主编）、余淑懿(编者之一)；中国

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 陈西平、白雪涛、陈亚妍(编者之一) 

化学工业出版社，凌  波：第 397-423页；陈西平：第 1-11页；第 65-72页； 

白雪涛：第 57-64页；陈亚妍、余淑懿：第 440-505页，2002年 9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实用指南》 

李延平（主编）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  秦钰慧  张  岚(编者之一) 

东南大学出版社，秦钰慧：第 209-318页；张  岚：第 187-208页； 2002年 6月 

 

《室内空气污染监测方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崔九思（主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宋瑞金、韩克勤、戴自祝、徐东群、陈

烈贤、张文丽、付斌、董小艳、张爱军(编者之一)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年 10 月，宋瑞金：第 339-434，541-554，637-648，702-757 页；

韩克勤：第 289-338，526-611 页；戴自祝：第 649-672 页；徐东群：第 32-37，85-112，

554-574页；陈烈贤：第 673-701页；张文丽：第 259-288页；付斌：第 747-753页；董小

艳：第 461-498，554-577，753-757页；张爱军。 

 

《消毒实用指南》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    袁洽匡  （主编）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  凌  波（副主编）、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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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岩、张流波、李新武、李秋丽、朱  英(编者之一) 

化工出版社，  凌  波：第 325-351页；刘秀岩：第 208-239页；张流波：第 259-280页；

李新武：第 11-51页；李秋丽：第 240-258页；朱  英：第 166-205页；2002年 5月 

 

《实用消毒学》 

张文福（主编）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 张流波、李新武、袁洽匡(编者之一) 

军医出版社，2002年 9月 

 

《灭菌防腐与保藏技术》 

薛广波（主编）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   李新武(编者之一) 

军医出版社，2002年 11月 

 

《中国卫生监督统计报告工作手册》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主编）  

环境卫生监测所  曹兆进（编者之一） 

气象出版社，第 30-49页；2003年 3月 

 

《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教师培训教材》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孙江平(主编)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年 5月 

 

《青春健康百华-青少年自我保健手册》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孙江平(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 1月 

 

《基层医务人员艾滋病临床诊疗手册》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程峰、张福杰(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 12月 

 

《基层医务人员艾滋病临床诊疗手册培训教材》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程峰、张福杰(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 12月 

 

《艾滋病的临床诊断、治疗及护理》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曹韵贞(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 1月 

 

《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诊断与治疗》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邵一鸣、蒋岩、栾为民(主译)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 1月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营养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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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马冠生 （主编）、胡小琪 （编者）、刘爱玲 （编者） 

 

《中国食物成分表 2002》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杨月欣，王光亚，潘兴昌（主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2年 12月 

 

《实用食物营养成分分析手册》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杨月欣，王光亚（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年 1月 

 

《保健食品功效成分检测方法》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杨月欣（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年 1月 

 

《21世纪膳食营养指南》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杨月欣（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年 8月 

 

《食物与营养规划培训教材》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翟凤英（主编）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10月 

 

《饮食营养与健康》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陈君石、闻芝梅（主编）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现代食品安全科学》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吴永宁（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 5月 

 

《中学生营养与食品卫生安全科普知识读本》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杨贵仁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马冠生 （副主编）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胡小琪 （编者之一） 

华艺出版社    2002年 7月 

 

《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卫生安全科普知识读本》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杨贵仁 （主编）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马冠生 （副主编）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胡小琪 （编者之一） 

华艺出版社    2002年 7月 

 

《学校食堂炊事人员培训教材》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杨贵仁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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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马冠生 （副主编）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胡小琪 （编者之一）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李艳平 （编者之一）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刘爱玲 （编者之一） 

华艺出版社     2002年 7月 

 

《中国食品工业与科技蓝皮书 2002》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潘蓓蕾（主编）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杨月欣（编者之一） 

《中国食品学报》编辑部  第 120-126页，2003年 2月 

 

《现代流行病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曾光（主编）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赵文华、陈君石 

气象出版社，第 361-375页，2002年 4月 

 

《饮食营养与健康》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陈君石、闻芝梅（主编）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王光亚、荫士安、杨晓光、韩驰、顾履珍、 

夏弈明、翟凤英、吴永宁、赵熙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第五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技术报告集》 

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译 

                 李长明、李新华（主译）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何丽（译者之一） 

湖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 

 

《食品污染与健康》 

哈尔滨医科大学  陈炳卿   孙长灏（主编）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吴永宁 王绪卿（编者之一） 

化学工业出版社，第 175-269页，2002年 7月 

 

《 Risk assessment of Salmonella in eggs and broiler chickens, Interpretative 

Summary》(Microbi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series 1) 

WHO & FAO （主编） 

Institute of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Liu Xiumei（One of reviewers）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刘秀梅（审校者之一） 

Dennis Kunkel Microscopy, Inc，2002 

 

《 Risk assessment of Salmonella in eggs and broiler chickens 》

 (Microbi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series 2) 

WHO & FAO （主编） 

Institute of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Liu Xiumei（One of revie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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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刘秀梅（审校者之一） 

Dennis Kunkel Microscopy, Inc，2002 

 

《当代内科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杨晔（主编）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刘秀梅（编委及编者之一）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第 5338-5355页，2002年 7月 

 

《食与健康》 

北京食品学会 蔡同一（主编）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刘秀梅（副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第 11-86，137-192页，2003年 1月 

 

《功能性食品的科学》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陈君石、闻芝梅（主译）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 11月 

 

《功能性食品的科学》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陈君石、闻芝梅（主译）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宫芸芸、贾旭东、李宁、刘兆平、孙新、王竹 

人民卫生出版社，共 338页，2002年 11月 

 

 

 



 126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奖科技成果、论文、专著分布一览表 

单位 职工人数 专业人员

人数 

获奖科技

成果 

中文论文 英文论文 专著 

中心机关 219 151 0 17 0 4 

中心直属单位 

传染病所 311 170 0 101 1 0 

病毒病所 228 203 0 107 3 9 

寄生虫病

所 

192 140 0 46 12 4 

性艾中心 90 89 0 20 2 6 

慢病中心 12 11 0 6 0 3 

营养食品

所 

276 235 1 93 2 23 

环境所 252 241 1 60 1 12 

职业卫生

所 

144 112 0 65 3 7 

辐射安全

所 

160 102 1 14 0 3 

改水中心 40 23 0 1 0 0 

健教所 101 77 0 14 0 0 

妇幼中心 27 23 0 0 0 0 

非法人独立单位 

政策办 1 1 0 0 0 0 

信息中心 26 26 0 7 0 0 

免疫中心 18 15 0 7 0 0 

结控中心 16 14 0 1 0 0 

疾控办 5 4 0 5 0 4 

公卫处 2 2 0 2 0 0 

中心挂靠单位 

地病中心 117 102 0 14 0 1 

性麻中心 345 265 0 4 0 7 

结防中心   0 84 0 0 

鼠布基地 169 112 0 6 0 0 

儿少中心 21 20 0 39 0 0 

精卫中心 236 185 0 33 0 0 

老年中心 32 18 0 2 0 0 

注：1.中文论文来源为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数据库(CBMdisc)、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

(CMCC) 

2.英文论文来源为 MEDLINE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