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４６·

·

主堡煎堑堑堂苤查！！！！生！！旦箜；！鲞箜！！塑

￡！也』垦￡ｉ！！坚ｉ！！！旦！！！望！笪！！！！！ｙ！！：！！！塑！：！！

·实验研究·
基于基因序列聚类的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毒
Ｈ３抗原变异规律研究
张文彤

姜庆五

【摘要】
律。方法

蒋露芳

居丽雯

目的利用聚类分析方法探讨全球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毒（流感）Ｈ３亚型抗原的变异规

下载ＮｃＢＩ ＧｅｎＢａｎｋ和流感病毒数据库中全部的甲型流感病毒ＲＮＡ４节段Ｈ３亚型基因

序列，在Ｃｌｕｓｔａｌｘ中进行序列对齐后，使用两阶段聚类法进行分析，并随后探讨各类的三间分布。
结果

所有序列可被分为１０类，其中７类主要为人流感病毒，人流感病毒和鸟类、其他哺乳动物的流

感病毒被明确的分为不同类别，但和猪流感病毒则共存于数个类中。各类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分布和
宿主分布规律，但并未发现地域分布规律。结论

由于受到人类免疫系统的选择压力，Ｈ３抗原呈现

出５—７年出现一次较大变异的流行特征，且这一趋势随着近十年来流感疫苗的普遍使用而呈现加速
趋势。同时，猪流感病毒和人流感病毒出现在同一类别中，两者的遗传距离较近，这为猪作为病毒重
配的载体提供了新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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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流感）是当今各国流行病学研究的

路。但是，Ｐ１０ｔｋｉｎ的研究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有鉴

重点疾病之一，对甲型流感病毒变异规律的探讨一

于此，我们在其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基于流感病毒的

直没有停止，但目前的研究方向多基于实验室研究

抗原基因序列，使用两阶段聚类这种新的聚类方法

和连续动态监测，较少有研究从基因全序列遗传距

对流感病毒的抗原变异规律进行研究，以期能对流

离的角度进行分析。随着生物信息学技术的逐渐成

感病毒的变异规律有更深入的了解。

熟，利用基因序列进行病毒变异规律的分析已成为

可能。普林斯顿大学的Ｐ１０ｔｋｉｎ等…于２００２年采用

材料与方法

聚类分析方法对部分人流感病毒ＨＡ序列数据进行

１．基因序列的获取：本次研究所使用的基因序

了分析，为流感抗原变异规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

列来源于ＮＣＢＩ 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和美国洛斯阿莫斯国家实验室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４００３７０）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统计与社
会医学教研室（张文彤），流行病学教研室（姜庆五、蒋露芳、居丽雯）

的流感病毒数据库（ｗｗｗ．ｆｌｕ．１ａｎｌ．ｇｏｖ）中截止２００３

年１１月１日时所包含的全部甲型流感病毒Ｈ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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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列，这两个数据库集中了全球可供使用的所有

ＳＰＳＳ

１２．０中完成。

流感病毒基因序列数据，并可提供免费下载。共计

结

获得Ｈ３基因序列１１５４条。

果

２．序列的预处理：血凝素抗原经细胞蛋白酶裂

１．适宜类别数的确定：表１给出了样本被聚为

解后可分为ＨＡｌ和ＨＡ２两部分，前者在免疫反应

１～１５类时贝叶斯信息准则（Ｂａｙｅｓ’Ｉｎｆｏｍａｔｉｏｎ

和病毒的抗原变异中非常重要，且所获得的大多数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ＢＩＣ）等相关统计指标的具体数值，由ＢＩＣ

序列也只包括ＨＡｌ片段基因，长度在９８７个碱基左

值可见，当类别数等于６时ＢＩＣ值达到最小，随后

右。因此研究中将只使用ＨＡｌ的基因序列进行分

逐渐增大，１０以上逐渐稳定下来。从类间距离比

析。在全部１１５４条序列中，有１５４条因长度过短，

看，５、６类时均较高，随后在１０类时又出现一个高

明显属于序列残片而删除；剩余的序列首先在

峰，显然，６类或者１０类都是较合适的类别数。为

ＣｌｕｓｔａｌＸ １．８３版中进行序列对齐，随后截取这些序

便于详细观察，这里将类别数定为较多的１０类。

列对应于ＨＡｌ基因的部分，最终进入聚类分析的序

表１

两阶段聚类分析结果

列共计有１０００条，长度均为９９０个碱基（对齐后序
列中部有三个碱基的间隙）。

３．统计学分析：由于基因序列数据全部是以字
符的方式进行记录，序列对齐后只包含五种字符：

Ａ、Ｇ、Ｃ、Ｔ和间隔符“一”，属于无序分类资料。而传
统的聚类方法对这种类型资料的利用并不充分，且
无法自动判断出适宜的类别数。为此我们引入近年

来发展起来的两阶段聚类法幢ｏ，对序列数据进行分
析。该方法正如其名称所示，在计算中共分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对原始记录进行分析，建立类别特征
树；第二阶段则利用特征树进行系统聚类，并确定适
宜的类别数。为了能够同时处理连续性变量和分类
变量，两阶段聚类法采用对数似然值作为距离测量

指标，两个类ｉ和ｓ间的距离由他们合并后对数似
然值的下降程度来表示：

２．病毒类别的时间分布：表２给出的是全部序
列的时间分布情况，可见１９８０年以前的序列数较

ｄ（Ｊ，。）＝￡＋￡一手（Ｊ，；）

少，大多数序列的采集时问集中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９年
间，因此在该时段内的聚类结果应当是较为准确的。

其中

毛：一Ｍ（薹丢１０９（孑：＋孑乞）＋堇Ｅ。）

为便于观察，这里使用箱式图作为各组序列年代变
异规律的观察工具（图１）。箱式图中间的粗线代表
中位数，方框代表四分位数间距，两端的细线代表除

宦。一壹鲁ｂｇ鲁

去离群值外的全距，全距外的圈、点则代表离群值。
从图中可见，这几类流感病毒的流行时间存在着明

在上式中，ＫＡ是所使用的连续性变量个数，Ｋ８

显的差异，大多数类的重叠时间也比较短，呈现出明

是分类变量个数，Ｌ；是第尼个分类变量的类别数，

显的流行株更替特征。相对而言，一直到２０世纪

Ｎ。是类别口的记录数，Ｎ讪，是属于类别剐的记录中

９０年代初，各类的流行时间还在５—１０年左右，而从

第走个分类变量取值为ｚ类的个数，占：则表示第尼

９０年代起，相应的６、７、８、１０四类的流行时间跨度

个连续性变量的方差估计值。由于对数似然值可以

均在２—３年左右，时问大大缩短。如果考虑分为６

同时对连续性变量和分类变量进行处理，这样就解

类的情形，则１０类中２、３、４类的箱图合并，５、９的

决了对任意类型的变量进行聚类分析的问题。序列

合并，可见主要影响的是１９９０年前的分类情形，相

对齐后数据的两阶段聚类分析和描述工作均在

应的时间分布特征并无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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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４、８两类最为明显。这说明对于人、猪流感病

２０００

毒而言，宿主类型并未成为Ｈ３序列差异的重要特
１９９０

征，序列自身的变异要大于宿主种类间的变异，即有

可能这两种不同宿主流感病毒的Ｈ３序列并无本质

禁１９８０
怅

区别。

１９７０

４．病毒类别的空间分布：表４为１０类病毒在全
球各地区的分布状况，可见除第２、３类因样本量较

１９６０
４

２

５

ｌ

９

３

１０

８

７

少而主要分布在中国和欧洲地区外，其余类别在各

６

类别编号
图１

地均有出现，并无特别明显的地域分布规律。

各类别时间分布的箱式图

讨
表２

论

样本序列的时间分布

１．与经典病毒学分析结果的比较：本研究完全
是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对核酸进行序列分析，但得到
的结论和经典病毒学方法并不矛盾，其结论还可以
互为补充。甲型流感病毒的变异是引起新的流感大
流行的主要因素，除因抗原漂移的点突变积累而引
起抗原位点结构改变，从而不被机体特异性免疫识
别外，多数学者认为由人和动物的流感病毒基因片

段重组所引起的抗原转换也是变异的重要来源∞。６。。
但是，由于流感病毒具有严格的宿主特异性，抗原如
３．病毒类别的宿主分布：从表３可见，这１０类

何进行重组一直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自血清学追

病毒有较明显的宿主分布特征，第一类的宿主完全

溯研究证实是猪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导致了１９１８年

是其他哺乳动物（马、海豹等），第二类则基本上以鸟

的流感大流行以来，猪已被重点怀疑可能是不同宿

类（鸭、水鸟等）为主。值得指出的是在３～９类中，

主流感病毒的混合器。人流感病毒传染给猪

均出现了人和猪流感病毒被分在同一类中的情况，

目前已为大家所公认，近年来也已发现一些禽流

表３

各病毒类别的宿主分布

４

１１

１２

３７

４

９

１０

１６

１

１７

１４

２６

３０

９

２８

３３

１７１

０

１１

２９

２９

３２

２９

１３

４３

２０９

１７

７

８

９１

３２

１５

２１

５１

２５１

０

２

２１

１６

２１

１３

２４

１６

１２２

０

０

０

１

１２

１５

９

４

３

４７

大洋洲

０

Ｏ

０

１

６

３６

１２

Ｏ

４

２

６１

非洲

３

０

Ｏ

Ｏ

０

７

３

３

０

１

１７

９ｌ

２５４

１４９

１０４

１６５

１０００

无法确定

１９

０

中国

２

北美

１８

欧洲

８

１

亚洲（除中国外）

１

８

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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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病毒也能传给猪Ｈ ｏ。在本研究的聚类结果中可以

说明了疫苗使用和流行时间的缩短是有关联的。

看到，人、鸟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Ｈ３序列差异较

３．新聚类方法的作用：本次研究采用了一种新

大，在类别上基本没有交叉，而猪和人的Ｈ３序列则

的聚类方法，除了能够充分利用信息，并自动判断最

被多次分入同一类中，有明显的交叉；且猪流感的

适宜的类别数外，其分析结果和Ｐ１０ｔｋｉｎ的结果出现

Ｈ３序列在第２类中也和鸟、其他哺乳动物的病毒序

了较大差异，最大的区别在于全部样本被较好的分

列存在交叉。由于在各类内部，基因序列间的差异

入了几个大类，未出现许多小类。而在Ｐｌｏｔｋｉｎ的结

要小于不同类间的差异。这说明猪流感病毒和人流

果中，５６０条序列共被聚成了１７４类，只有前９类的

感病毒的Ｈ３抗原可能存在相当接近的亲缘关系，

样本量大于１０。事实上，系统聚类法在聚类变量极

同时也可能与禽类和其他动物的流感病毒关系较

多时往往会出现这一问题，容易将样本分出许多小

近，该结果显然和血清学研究结果相当一致，共同支

类。本例中共使用了９９０个碱基位点，相当于聚类

持了不同宿主的流感病毒可能在猪体内进行重配的

中有９９０个变量，因此这些小类的出现很有可能是

假说。

方法不当所致的假象。另一方面，Ｐｌｏｔｋｉｎ对数据的

２．流行时间的变短原因：新流行株的出现一直

处理方式是将不相同的碱基记为距离１，相同记为

是流感监测的重点内容＂１，在分析所得的１０类中，

距离０，这无疑在简化分析的同时丢弃了大量信息。

ｌ～３类的宿主主要是其他生物，从箱式图可见，这

由于聚类分析没有较好的效果判定方法，主要是看

三类的流行时间明显要长于另外７类，其四分位间

对结果的解释是否合理。综合判断之下，本次分析

距均接近１０年；而其余７类的流行时间明显短于前

的结果应当更为合理。

者，除时间最早的第４类外，其四分位间距一般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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