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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  述 

        

产生与发展历程 

分子流行病学定义 

与传统流行病学关系 



一、产生与发展历程 

 产生背景： 

 学科（流行病学）自身发展的需求 
 相关学科（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了 
   理论和方法基础 
 

    分子流行病学是由传统流行病学学科发展的强烈需求和分
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取得的巨大成就相结合的产物，是近十几
年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流行病学新分支 



 疾病防治中新问题：传统流行病学无法解决 

    ①传染性疾病 

         病原生物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如流感病毒、HIV 

          抗生素与耐药 

          新发现传染病 

    ②慢性非传染病 

         多病因、多阶段、多基因、长潜隐期 

         暴露        发病（死亡）因果关系 

          干预措施效果评估  

    ③人群间或个体间易感性 

         遗传和环境不同导致易感性差异 

          传统流行病学无法有效测量 

    ④实验医学病因假设和防治措施的人群检验 



Examples of Emerging and 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1994–2004  

Fauci AS. Acad Med. 2005; 80:10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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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①理论突破 

DNA双螺旋结构  

遗传中心法则 

遗传密码 

RNA逆转录 

操纵子学说 

基因突变 

基因表达调控 

     

②技术创新 

凝胶电泳技术 

聚合酶链反应(PCR) 

分子杂交 

基因克隆 

色谱分析 

质谱 





 发展历程 

 概念演变 

   国外 

   1972年，美国学者Kilbourne 提出“流感分子流行病学”       

    1977年，法国学者Higginson 提出分子流行病学是应用精

细技术进行生物材料的流行病学研究 



 1982年，Perera和Weinstein首次提出肿瘤分子流行病学概
念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把分子生物学和流行病
学结合起来,探索肿瘤的病因及预防措施. 

 

      Advanced laboratory methods ar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analytic epidemiology to identify at the biochemical 
or molecular level specific exogenous and/or host factors 
that play a role in human cancer causation.  

 

  1986年，核心是运用实验室方法和分析流行病学，查明  

              环境和宿主病因 

  1993年，提出流行病学中应用生物标志或生物学测量的 

             功能定义 

  1996年，狭义: 测量作为暴露和效应的生物标志即信息 

             大分子如DNA、RNA和蛋白质 

           广义: 包括任何实验的、生化的测量 



国内 

    1988年，从基因水平分析病原体特征，解决传染

源和传播途径等流行病学问题 

    1992年，从分子至基因水平上研究医学事件分布

及其决定因素和调控手段的学科     



血清流行病学(seroepidemiology) 

     应用血清学方法对血清中各种成分（包括抗原、

抗体、生化物质等）的分布情况进行研究，以阐明

疾病及健康状态在人群中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并

在采取预防措施后应用血清学方法来考核其效果。 

    基于血清中生物标志，可列入分子流行病学的

范畴。 

 

      



 人类基因组流行病学 

 （human genome epidemiology, HuGE） 

    将流行病学与基因组学相结合，研究人群中基因组信息与

疾病和健康状态的关系。 

     遗传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 

    本质：基于核酸生物标志（基因组特征）的分子流行病学。 



二、分子流行病学定义 

    研究人群中疾病/健康状态相关生物标

志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医学相关生物群体

特征及其与人类疾病/健康的关系，制定防

治疾病、促进健康的策略与措施的科学 

    



              
定义注释 
 解决疾病或健康状态生物标志分布等 
 流行病学分支学科 
 研究对象：人群、医学相关生物群体等 
 研究内容  
 疾病和健康状态相关生物标志的分布规律，生物标志  
   与疾病和健康关系，以及其影响生物标志分布的因素 
 医学相关生物的群体特征、与人类疾病和健康的关系 
 制定和评价防治疾病、促进健康的策略和措施 

 特征 
       生物标志和群体分布 
        



              

三、与传统流行病学关系 

Exposure 

Disease 

传统流行病学：暴露-疾病关联 



Exposure 

Disease 

交互作用 

Interactions 



Exposure 

Disease 

'Black box' epidemiology 

Interactions 

分子流行病学 

 



              

健 康 者 

 “海平面”  

图16-1  疾病的“冰山现象” 

亚临床者 

患者 



          健    康                    疾    病 

主观感觉 

 
客观指标 

健康指标 

疾病指标 

      模式I                                                        暴露因素 

                 ┏━━━━┳━━━━━╋━━━━━┳━━━━┓ 

            健康态←→       潜在疾病态←→临界疾病态←→亚临床态←→临床态 

                 ┗━━━━┻━━━━━╋━━━━━┻━━━━┛ 

                                                                   机体易感性因素 

 

模式II 

图16-2 健康－疾病连续带示意图 

亚健康态←→ 潜在疾病态←→ 健康态←→ 临床态 亚临床态←→ 临界疾病态←→ 



A                                                    暴露       █████       疾病 

                                                                ┗━━━━┳━━━━┛  

                                                                                易感性 

 

分子流行病学 

B                                            暴露内暴露早期生物学效应结构和功能变异临床疾病 

                   ┗━━━┻━━━┳━━━┻━━━━━━━┛ 

           易感性 

 

                      暴露内暴露早期生物学效应续发生物学效应健康状态                            

                   ┗━━━┻━━━┳━━━┻━━━━━━━┛ 

           易感性 

 

 

        图16-3 传统流行病学与分子流行病学的关系 

传统流行病学 



          第二节  研究内容 

生物标志 

暴露测量 

效应测量 

易感性测量  

疾病防治效果评价  



一、生物标志 

定义：Substance, structure or process that 

can be measured in human body or products 

may influence the incidence or outcome of disease 

 

人体及其产物中可测量的, 并可能影响疾病发生和
结局的物质、结构或过程 

 

能代表生物结构和功能的可识别(即可检测)的物质
特征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生物标志物（Biomarker）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在
1983年出版的红皮书《联邦政府风险评估》中 

 

• 指可以标记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及亚细胞结构或功能的改变或可能发
生改变的生化指标 

 

• 广泛应用于疾病诊断、判断疾病分期或者评价新药或新疗法在目标人群中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以及流行病学或毒理学研究等方面 

 

• 随着高通量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的不断进展，生物标志物包括的种类
也越来越多，SNP、miRNA等都被列入生物标志物的行列 

 

• 新型分子生物学技术彻底将传统的只考虑疾病发病机理中某个单一因素的
诊断方式改变为从全局的视角去看待整个生物学系统对疾病发生过程中所
产生的影响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过程及标志物分类 

(Perera & Weinstem, J Chornic Dis, 1982) 

第二节  研究内容 



种类 

暴露生物标志(exposure biomarker) 

定义 与疾病/健康状态有关的暴露因素的生物标志 

     ①外暴露标志(external exposure marker, EEM ) 

     ②内暴露标志(internal exposure marker, IEM) 

     ③生物作用标志(biologically active marker, BAM) 

效应生物标志 

易感性生物标志 

     

第二节  研究内容 



外暴露标志: 暴露因素进入机体之前的标志和剂量 

   ---生物性: 细菌、病毒、寄生虫核毒素等； 

   ---非生物性: 空气、水、土壤、农药、电离辐射等理化因子； 

 

内暴露标志: 暴露因素进入机体之后的标志 

   --生物性病原因子:病原因子本身、代谢产物、与体内生物大分
子结合产物 

   --非生物性病原因子：体内转运分子、代谢产物、与宿主靶体
结合物 

    

生物作用标志: 暴露因素进入机体后，经过一系列转运、转化  

     而最终起生物活性作用的暴露标志 

    

暴露标志（exposure biomarker) 



定义:指宿主暴露后产生功能或结构性改变的生物标志 

 

 早期生物效应标志(early biological effect marker, EBEM) 

   --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突变 

   --形态结构的改变 

 

 

 

  结构和功能改变标志 (altered structure and function marker, 
ASFM) 

  病理标志(pathological marker, PM) 

  临床疾病标志(clinical disease marker, CDM) 

  健康状态标志(health condition marker, HCM) 

效应标志(effect biomarker) 



为什么要研究早期生物效应标志物? 

可在癌症发生前评估新的暴露是否有潜在
致癌性 

适用于横断面或短期的纵向研究  

是肿瘤研究的补充 



中期研究终点（endpoint） 

 DNA 加成物 (DNA adducts) 

染色体异常 (Chromosomal Aberrations) 

 DNA 改变 (Genetic, epigenetic) 

细胞毒性 (Cellular toxicity) 

免疫毒性 (Immunotoxicity) 

组学研究(‘Omics’: metabolomics, transcriptomics, 

proteomics) 



暴露(E)、中期研究终点(Intermediate 

Endpoints, M)和疾病(D)间的可能关系 

E                 M1                   D 

E                M1                   D 

E                M1                   D 

M2 

M3 

需要对中期研究终点“Validate” 



易感性标志(susceptibility biomarker) 

指在暴露因素作用下，宿主对疾病发生、
发展易感程度的生物标志 

慢性病研究中: 
能够直接增加疾病危险性或通过修饰环境因素暴露来
增加疾病危险性的遗传多态性基因及基因产物 

是机体在暴露前就已经存在的遗传性的可测量的指标 

估计个体发病危险性 

增加对暴露-疾病联系强度估计的精确性 

提供发病机理的线索 

 



 生物标志选定 
 

生物标志的筛选 

   ①研究目的 

   ②候选生物标志特征的意义 

   ③检测方法的有效性 

  HBV感染早期：HBsAg，HBV-DNA 
 

 生物标志特性 

   ①分子特性             ②时相特性           

   ③个体内变异         ④个体间变异  

   ⑤群体间变异         ⑥储存变异 
 

检测方法 

   ①实用性：最佳方法 

   ②可信性：重复检测的变异度 

   ③有效性：灵敏度、特异度 

第二节  研究内容 



常用的生物标志 

传染病生物标志     

表16-1 传染病研究常用的生物标志 

类别 生物标志 意义 

病原体核酸 病毒和细菌DNA、RNA, 质粒DNA、噬
菌体DNA、转座子DNA，病原体基因
多态性等 

病原体特征研究，病原体分类、检
定，传染源、传播途径确定，耐药
检测及机制研究，人群感染状况等 

病原体蛋白 病原体特异蛋白（包括酶蛋白）结构、
表达量及功能活性 

同上 

病原体抗原 蛋白抗原，多糖抗原，脂类抗原 病原体分类、检定，传染源、传播
途径确定，人群感染状况等 

人体血清抗体 血清IgG、IgM等 人群感染状况、免疫水平，疫苗接
种效果评价等 

人体基因组 基因结构、表达、调控，基因多态性 机体易感性 

第二节  研究内容 



慢性非传染病的生物标志     

表16-2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常用的生物标志 

类别 生物标志 意义 

核酸类 基因组、癌基因、抗癌基因、修复基因、
酶代谢基因结构、功能及多态性，
mRNA；病原体DNA、RNA等 

疾病诊断及分布，疾病易感性、
环境危险因素研究，健康状态
评价，人类学研究等 

蛋白类 蛋白质结构、表达量及功能活性 疾病诊断及分布，疾病易感性、
环境危险因素研究，健康状态
评价等 

酶类 酶的结构、表达量及功能活性 同上 

抗原抗体类 疾病特异抗原、抗体 疾病诊断及分布，疾病易感性，
环境危险因素研究等 

其他类 糖类、脂类、激素类、多胺类、细胞因
子类等 

疾病诊断及分布，病因研究，
疾病易感性，健康状态评价 

第二节  研究内容 



二、暴露测量 

 外暴露研究 

 检测鉴定生物性病原因子    流感嗜血杆菌 

 分子分型/分类   

 细菌学、血清学、生物化学方法 

 生物毒素：霉菌毒素、藻类毒素 

 

第二节  研究内容 



研究病原生物进化变异规律  o157大肠杆菌 

如果Bootstrap Value 

>70我们认为这个

分支是可靠的  



确定传播途径        S. muenchen菌感染  

急性肠炎暴发 

 

病例: 76%大麻暴露史 

对照：21% 

 

大麻标本中分离出S. muenchen菌株，但无法从表型上区分 

 

质粒谱分析：与暴露大麻有关菌株有两个质粒（3.1和7.4MD） 

                         对照菌株没有这两个质粒 

 

 



测量非生物性因素暴露       

吸烟烟雾 

环境中有毒元素和化学物质 

饮食因素 

 

确定外暴露与内暴露及早期生物效应的关系 

 

 

 



 内暴露研究 

传染性疾病 

    ①人体感染状况：抗原、抗体、核酸、蛋白质 

    ②追踪传染源：根据患者/感染者病原体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及遗传

关系判定传染源。1992年美国艾滋病事例 

慢性非传染病 

   ①内暴露水平：细胞、组织、血液、组织液等生物标本内的含量 

    ②生物作用水平：蛋白加合物、DNA加合物 

第二节  研究内容 



三、效应测量 

第二节  研究内容 

传染病  

 

 

慢性非传染病  

 

 

健康状态：与生长、发育和衰老等健康状况相关  

的生物标志物，如骨密度、身高、体重等  

免疫效应：特异性抗体及其影响因素 

病理性效应：感染后产生的病理损害 

基因表达和代谢异常  

基因突变或染色体畸变 



第二节  研究内容 

四、易感性测量 

遗传性疾病：单基因遗传、染色体异常、多基因遗传 

     Huntington病应用分子流行病学方法很快确定了HD基因紧密

连锁遗传位点D4S10及其DNA标志  
 

慢性非传染病：遗传多态性，尤其是SNP 

     载脂蛋白E(apoE)不同基因型在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发病

中易感性不同 
 

传染病 ：特异性免疫水平：有无或高低  

                       遗传易感性：基因标志 

不同基因特征的人群对HIV的易感性差异很大 



单核苷酸多态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SNPs may / may not alter protein SNPs may / may not alter protein 

structurestructure

Genetic Variant  

SNP: 发生在基因组序列中由单个碱基的变化引起的一种DNA序列变化. 

          一般为二等位型多态标记(biallelic marker). 





传染病 

 预防接种效果评价：抗体产生 

 预防接种相关疾病研究： 

疫苗相关病例 

逃逸病例       

慢性非传染病 

 

 

第二节  研究内容 

五、疾病防治效果评价 

潜隐期长：早期生物效应标志 

客观、准确评价不同措施的效果 

核酸序列分析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测量指标与标本采集 

现场调查研究方法 

实验室检测技术 

研究设计 

 



      一、测量指标与标本采集 
 

 测量指标的选择 
 生物标志选择的一般原则 

特异、稳定 

标本的采集和储存方便 

检测方法实用、可信、有效 

 测量指标：暴露指标、效应指标、易感性指标 

 

标本采集 
病原标本 

人体标本：血液、组织、其他 

   生物标本库(biological specimen bank, BSB) 

第三节  研究方法 



部分血液和尿液内生物
标志物的半衰期 



描述性研究 

病例对照研究 

病例病例研究 

队列研究 

巢式病例对照研究 

实验性研究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二、现场调查研究方法 



横断面研究示意图 

横断面研究 

病例 

非病例 

采
集
样
本 

暴露 

现在 



目的 
人群感染状况调查和易感（免疫）水平评价 

追踪传染源和传播途径 

样本量 
不宜过大 

血清学调查：300-600，每一年龄组25人左右(WHO) 

结果 
生物标志发生率（如抗体阳转率）、检出率（如感染率） 

均数（如抗体几何平均滴度）、标准差 



病例对照研究示意图 

病例对照研究 

病例 

对照 

采
集
样
本 

暴露 

过去 现在 



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示意图 

巢式病例对照研究 

队
列 

病例 

非
病例 

对照 

基
线
调
查 

采
集
样
本 

现在 将来 



暴露与疾病的关联 

    同传统流行病学, 但更为精确 

病例对照研究可用于: 



研究基因多态与疾病危险性的关系 

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中基因多态频率的差异 

比值比(OR, Odds ratios) 

 
Table 2. Association of SNP rs11224561 in the PGR gene with endometrial cancer risk, the Shanghai 

Endometrial Cancer Study, 1997-2003. 

  

 Genotype      Cases(%)     Controls(%)   P for χ2 test      Age-adjusted        Age-adjusted          P for trend 

                                                                                           OR (95%CI)      OR for per allele  

                      1032           1013      

         TT      513 (49.7)    477 (47.1) 0.04 1.00    

         CT      436 (42.3)    422 (41.7)  0.96(0.80-1.15)    

         CC        83 (8.0)      114 (11.3)  0.68(0.50-0.92)    0.88(0.77-1.00)       0.05  

     CT/CC     519 (50.3)     536 (52.9) 0.24 0.90(0.76-1.07)    

 

 



估计基因-环境交互作用 

环境因素、基因因素、交互作用项 

Logistic回归模型 

相乘交互作用 

 



病例对照研究模式表 

   基因  暴露因素   病例  对照        OR 

    -            -                  a       b     OR00 = 1.00 

    -           +                  c       d     OR01 = cb/ad 

    +           -                  e       f      OR10 = eb/af 

    +          +                  g       h     OR11 = gb/ah 

 

OR01: 环境因素主效应 

OR10: 基因因素主效应 

OR11: 环境-基因联合作用 

 

ORint=OR11/(OR01*OR10) 

 



Interactions between smoking and GST M1 
(odds ratio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Adjusted for age, sex, race, and level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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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某一患病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环境暴露
资料, 采集患者的生物标本, 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基
因型。以具有某一基因型的病例作为类病例组, 以无该基
因型的病例作为类对照组。调整其他协变量如年龄、性别、
种族、职业等后, 采用标准粗分析或非条件模型等估计二
者在疾病发生中的相乘模型交互作用 

 

 单纯病例研究主要用于估计遗传与环境暴露交互作用, 也
可以用来估计基因与基因之间的交互作用 
 

 单纯病例研究的应用前提: 遗传与暴露相互独立 

                ×饮酒量与醛脱氢酶基因 

 

病例-病例研究(Case-case study,Case-only study) 



病例-病例研究样本量 

假设基因和环境相互独立, 暴露率均为50%, 

把握度1-b=80%,a=0.05, 交互作用OR=2.0 

                                     

                                       样本量   

研究类型      主效应OR=2.0时    交互效应 OR=2.0 

病例-对照          病例150例                 病例600例 

                            对照150例                 对照600例 

                           （n=300）               （n=1200） 

病例-病例                                             病例300例 

 



   基因  暴露因素     病例   对照            OR 

       -             -                 a       b           OR00=1.00 

       -            +                 c       d           OR01=cb/ad 

      +            -                  e       f            OR10=eb/af 

      +            +                 g       h           OR11=gb/ah 

 

ORint=OR11/(OR01*OR10) 

       =(gb/ah)/[(cb/ad)×(eb/af)] 

       =(ag/ce)/(bh/df) 

       =ORcases/ORcontrols 

       =ORcases 

Cases:                       Controls: 

               基因                 基因  

               -        +             -        +  

暴露 –    a        e            b        f 

         +    c       g             d        h 

病例-病例研究 



饮用咖啡与K-ras基因突变在胰腺癌中的交互作用 

可见:  

饮用咖啡的胰腺癌病人K-ras 基因突变高于不饮用咖啡的胰腺癌病人  

携带K-ras突变基因的胰腺癌病人每周咖啡饮用量高于未突变病人 

 咖啡饮用与K-ras 基因突变在胰腺癌发生中存在交互作用 

随着咖啡饮用次数的增加, 交互作用ORca值逐渐增大, 存在剂量-效应关系 



与病例对照研究相比 

 当单纯病例研究的零假设完全成立,即在正常人群中基因
型与环境暴露各自独立发生,且所研究疾病为罕见病时, 
单纯病例研究估计交互作用比病例对照研究更为精确,即
可信区间更窄。 
 

 当疾病频率较高,基因型频率较低,基因主效应作用较大时, 
单纯病例研究低估了疾病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大。因此,
单纯病例研究特别适合罕见病的研究,一般所研究疾病患
病率不超过5%,且基因外显率不宜过大。 
 

 一旦单纯病例研究结果表明遗传与环境在疾病发生中存在
交互作用,则需进一步应用传统流行病学方法,如病例对照
研究等加以证实,并估计遗传与环境暴露各自的主效应。 

 



病例-病例研究的优缺点 

 特点：仅用病例作为研究对象 

 优点： 
所需样本量小 

特别适合肿瘤及罕见慢性病的研究 

精确度高，在检测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时,可信区间更窄 

避免由于选择对照而可能产生的选择偏倚 

节省人力、物力、时间,并较易组织实施。 

 缺点： 
只可以估计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且为相乘作用),无法计算二者各

自的主效应;  

不适用于基因外显率高的疾病的研究; 

所研究疾病患病率不宜超过5%; 

除了可出现病例对照研究的病例选择所引起的常见偏倚外, 还存
在不同亚人群暴露率和基因型频率不一致所引起的偏倚 



实验性研究 
疫苗效果评价 

疾病预防干预因素效果评价 

疗效评价 



三、实验室检测技术 

核酸技术 

核酸凝胶电泳 

      琼脂糖凝胶电泳：大片段核酸的分析 

      聚丙烯酰胺电泳：小片段核酸的分离与分析 

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核酸杂交(nuclear acid hybridization) 

核酸测序(DNA sequencing) 

蛋白质技术：凝胶电泳、蛋白转印杂交、色谱和质谱 

酶学技术： 免疫组化、多位点酶电泳技术 

生物芯片技术： 基因芯片 

其他检测技术 

第三节  研究方法 















实验中的质量控制 

 
一般质量控制：标本的采集和储存 

             试剂和材料 

             仪器 

             实验方法 

             操作规范 

 

设立多重对照：标准对照 

             空白对照 

             重复对照 

 

重复试验：实验室内 

            实验室间 

 



四、研究设计 

设计 

研究目的和路线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生物标志的研究路线及意义 

研究路线 研究生物标志 研究目的和意义 

1 EEM  IEM 外暴露与内暴露的关系，确定暴露标志的有效性 

2 EEM  BAM 外暴露对生物作用标志的影响，确定暴露标志的有效性 

3 EEM  EBEM 外暴露对早期生物效应的影响，确定暴露的生物效应 

4 EEM  ASFM 外暴露对结构和功能改变的影响，探讨暴露的致病性 

5 EEM  PM 外暴露对病理标志的影响，探讨暴露的致病性 

6 EEM  CDM 外暴露对临床疾病标志的影响，探讨暴露的致病性 

7 EEM  HCM 外暴露对健康状态的影响，探讨暴露的健康效应 

8 IEM  BAM 内暴露与生物作用标志的关系，确定内暴露标志的有效性 

9 IEM  EBEM 内暴露对早期生物效应的影响，确定内暴露标志的有效性 

10 IEM  ASFM 内暴露对结构和功能改变的影响，探讨暴露的致病性 

… IEM  … 余类推，似研究路线5、6、7 

… BAM  EBEM 生物作用标志与早期生物效应的关系，探讨暴露效应真实性 

… BAM  ASFM 生物作用标志与结构和功能变异的关系 

… BAM  … 余类推，似研究路线5、6、7 

… EBEM  ASFM 确定早期生物效应的致病意义 

… EBEM  … 余类推，似研究路线5、6、7 

… ASFM  PM 探讨ASFM的病理意义及早期诊断价值 

… ASFM  … 余类推，似研究路线6、7 

… Mexp+Msus  EBEM, ASFM, PM, CDM, 

HCM 

探讨不同暴露和易感性因素与效应结局的关系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暴露-内剂量 

r=0.55; p<0.05 

-correlation of dietary AF intake and AF-albumin adduct 

Wild et al., 1992 



暴露-生物效应剂量 

- 47 California wildland firefighters  

Rothman et al., 1993 

p=0.01 

Correlation of lymphocyte 

PAH-DNA adducts and 

 frequency of charbroiled 

food consumption 

Correlation of lymphocyte PAH-

DNA adducts and  firefighting 

activity  

p=0.50 



 设计要点 

  ①研究目的  创新性、实用性、可行性  

  ②测量指标  结局指标、暴露指标、易感性指标 

  ③测量方法  用成熟的方法 

  ④调查方法与样本  样本有代表性，适量 

  ⑤结果与分析 

  ⑥质量控制 

  ⑦注意事项 

第三节  研究方法 



常见偏倚 

选择偏倚  

         样本选择偏倚、标本采集偏倚 

信息偏倚 

         检测偏倚、标本储存偏倚 

混杂偏倚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研究实例 1 

研究题目 波兰某工业区环境中芳香族化合物暴露人群的DNA加合物研究 

测量指标  DNA加合物/淋巴细胞DNA（介质） 

测量方法  

     荧光检测竞争ELISA法、DNA加合物32P后标记技术 

研究设计 横断面分析研究 

     暴露组  煤焦油作业工人 

     对照组  当地城市居民、近郊农民 

   排除年龄、吸烟、其他职业暴露等因素影响 

     比较3组DNA加合物水平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结果分析  

      当地城市居民（19例）与煤焦沥青作业工人（63

例）的DNA加合物水平和谱型相似 

      近郊农民（15例）的DNA加合物水平仅为煤焦油
作业工人的1/2或1/3 

  结论  

       环境中芳香族化合物（煤焦油）暴露可导致体内
DNA加合物水平 

质量控制  

      每份标本同时在不同实验室检测 

      结果一致性好(r=0.66, p<0.01)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研究实例2.  

研究题目：黄曲霉毒素摄入是否与肝癌发生有关 

测量标志：尿液aflatoxin-N7-guanine, aflatoxin M1, P1, B1  

测量方法：HPLC 

研究设计：巢式病例对照研究      

   队列：18, 244名45-64岁的上海男性居民队列 

               1986-1989年建库，随访至1992年2月1日, 共69,393人年 

   研究对象: 新发肝细胞肝癌55例 

            50名病例-267对照(根据年龄、采样时间、居住地匹配） 

 

(Qian GS, et al. CEBP 1994; 3: 3-10) 



结果分析 

(Qian GS, et al. CEBP 1994; 3: 3-10) 



(Qian GS, et al. CEBP 1994; 3: 3-10) 



(Qian GS, et al. CEBP 1994; 3: 3-10) 



(Qian GS, et al. CEBP 1994; 3: 3-10) 



结 论 

首次在人群中证实乙肝病毒和黄曲霉毒素
在人类肝癌的发生中有协同作用 

 

强调了生物标志物测量在流行病学研究中
的重要性 



    第四节  发展与应用前景 

第四节  发展与应用前景 

传染病预防控制 

慢性非传染病预防控制 

健康状态研究 



    一、传染病预防控制 

第四节  发展与应用前景 

病原体研究: 分布及影响因素 

人群感染和传染源研究 

传播途径研究 

人群易感性研究 

疫苗及免疫预防制剂研究 

防治对策和措施研究及其效果评价 



二、慢性非传染病预防控制 

     

第四节  发展与应用前景 

暴露测量更加准确 

细微效应可以测量 

易感性研究深入到基因和分子水平 

防治措施效果的评价更加有效 



三、健康状态研究   

第四节  发展与应用前景 

重视以生物标志为基础的健康状态分布及其影

响因素研究 

健康相关生物标志精确测量，使健康促进从模

糊走向科学 

更深入、细致了解健康和疾病发生、发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