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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９·

·实验研究·
１ ９８８—２００５年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

与疫苗株的ＨＡｌ区差异探讨
卢亦愚

孙朝英

严菊英

【摘要】

目的

冯燕

徐昌平

莫世华

从基因层面探讨１８年来我国及欧美国家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当时ｗＨ０疫

苗推荐株之问的差异。方法

收集１９８８—２００５年间我国以及欧美国家的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疫

苗株的血凝素重链（ＨＡｌ）区域的氨基酸序列，用Ｂｉ０Ｅｄｉｔ生物软件进行比较，分析其与当时疫苗推荐
株在ＨＡｌ以及ＨＡｌ抗原决定簇区域的氨基酸差异。结果

在ＨＡｌ区以及ＨＡｌ区抗原决定簇位点，

我国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当年疫苗株之间的差异，均大于它与下一轮疫苗株之间的差异，且已达到
十分显著的程度（Ｐ＜０．０１）。而欧美国家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当年疫苗株之问的差异，虽然稍大
于它与下一轮疫苗株之间的差异，但尚不显著（Ｐ＞０．０５）。此外，使用多年的疫苗株，无论在我国还
是欧美，随着疫苗使用年数的增加，流行株与疫苗株之间的差异不断增大。结论ｗＨ０推荐的甲３
亚型疫苗株与我国甲３亚型流行株之间，从基因层面进行分析，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
【关键词】流感病毒；甲３亚型；疫苗株；流行株；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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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流感多发地甚至发源地，

验室上送的流感毒株进行分析研究，并推荐下一年

其机理至今尚不清楚…。对于预防流感来讲，最可

度的疫苗株供世界各国使用。ＷＨ０推荐的疫苗株

靠的方法是进行疫苗免疫接种。然而，由于流感病

是针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的，而我国作为流

毒的易变性，流感疫苗株必须及时更替，为此，ＷＨＯ

感的多发地，疫苗株与实际流行株之间的符合性究

每年对全球１２０多个国家与地区流感网络实

竟如何，这直接影响到当时疫苗的免疫效果。流感
病毒的血凝素（ＨＡ），是流感病毒表面的糖蛋白，具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Ｚ３０３９０９）

有诱导机体产生保护性中和抗体的作用，也是流感

作者单位：３ｌｏ００９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

病毒发生抗原变异的分子基础，ＨＡｌ区域特别是

通讯作者：卢亦愚，Ｅｍａｉｌ：１ｕｙｉ俩ｈ＠ｙａｈ００．ｃｏｍ．ｃｎ

ＨＡｌ区抗原决定簇的氨基酸发生替换，均会引起流

。１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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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病毒抗原性的漂移与改变眨３】，因此，我们收集

内的分离株），差异数仅为３个与１个。１９８８～２００５

１９８８一：２００５年间ｗＨＯ推荐的北半球甲３亚型疫

年间１１次疫苗更替中，ＨＡｌ区域氨基酸差异的平

苗株以及中国和欧美国家的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

均数为８．８个，ＨＡｌ区抗原决定簇的氨基酸差异的

进行了ＨＡｌ区域的差异比较与分析，现将结果报道

平均数为４．３个。

如下。

表ｌ

材料与方法

１９８８—２００５年间ｗＨ０的甲３亚型疫苗推荐株
更替时的ＨＡｌ区域比较

１．样本来源：从ＮＣＢＩ的ＧｅｎＢａｎｋ等基因库上
选择１９８８—２００５年问中国与欧美国家的甲３亚型
流感病毒株８９株，其中我国４１株，国外４８株，每年
选取２～３株。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０１年在ＧｅｎＢａｎｋ上无
我国甲３亚型流感毒株的登录序列，因此应用了我
国公开发表文章中报道的资料Ｈ１，同时收集了
ＷＨＯ １９８８—２００５年问公布的北半球甲３亚型流感
疫苗推荐株。对上述毒株下载其在ＨＡｌ区域的氨
基酸序列。
２．序列比较：采用ＢｉｏＥｄｉｔ（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０）软件对
各类甲３亚型流感毒株的氨基酸序列进行分析处
理。参照参考文献［１］，分析ＨＡｌ区的５个抗原决
定簇区，其中Ａ区为１４０～１４６与１３３～１３７位氨基
酸，Ｂ区为１５６～１６０与１８７～１９８位氨基酸，Ｃ区为

２．我国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ＷＨＯ推荐疫苗

５２、５３、５４、２７５、２７７和２７８位氨基酸，Ｄ区为２０７与

株在ＨＡｌ区域的比较：从１９８８—２００５年的１８年

１７４位氨基酸，Ｅ区为６３、７８、８１与８３位氨基酸。

间，我国每年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ＷＨＯ当时的

比较各毒株与ＷＨＯ推荐的当年以及下一轮疫苗株

疫苗推荐株相比，二者问在ＨＡｌ区氨基酸的差异平

之问，在流感病毒主要抗原部位ＨＡｌ区域以及

均为１１．１个，抗原决定簇区的氨基酸差异平均为５．４

ＨＡｌ区抗原决定簇的氨基酸差异状况。

个；而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ｗＨｏ下一轮疫苗推

３．统计学分析：根据序列分析得到的资料构建

荐株相比，二者问在ＨＡｌ区的氨基酸差异平均为

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统计软件分析，分别比较不

６．２个，抗原决定簇区氨基酸的差异平均为２．８个。

同年代问中国、欧美国家的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

显示在绝大多数年份（除１９９５、２０００与２００４年外）

ＷＨＯ推荐的当年及下一轮疫苗株的差异，并作显

我国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ｗＨＯ当年疫苗推荐株

著性分析。

之间在ＨＡｌ区域的氨基酸差异，要大于我国流感流
行株与ＷＨＯ下一轮疫苗推荐株之间的氨基酸差
结

果

１．ＷＨＯ的甲３（Ｈ３Ｎ２）亚型疫苗推荐株更替时
ＨＡｌ区的氨基酸差异：１９８８—２００５年问，ｗＨＯ共

异；在抗原决定簇的差异上，也有相同的现象（除
１９９０年外）。从总体上分析，上述差异均已达到十
分显著的程度（Ｐ＜０．０１）（表２）。

推荐了北半球的甲３（Ｈ３Ｎ２）亚型疫苗株１２株，其

３．欧美国家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ｗＨＯ疫苗

中有８株来自我国，在疫苗更替时，前后二轮疫苗株

推荐株在ＨＡｌ区域的比较：如表３所示－，欧美国家

在ＨＡｌ区域及ＨＡｌ区抗原决定簇上的氨基酸差异

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ＷＨＯ当时疫苗推荐株相

见表ｌ。在ＷＨＯ推荐的甲３亚型疫苗株更替中，

比，二者间在ＨＡｌ区的氨基酸差异平均为９．３个，抗

ＨＡｌ区与ＨＡｌ区抗原决定簇位点的氨基酸差异最

原决定簇氨基酸的差异平均为４．２个；而与ＷＨＯ下

大的是在莫斯科／１０／９９与福建／４１Ｉ／０２之间，其差异

一轮疫苗推荐株相比，二者间在ＨＡｌ区以及ＨＡｌ

数分别１７个与７个；疫苗株更替中氨基酸差异最小

区抗原决定簇上，氨基酸的差异平均分别为８．２个与

的是四川／２／８７与上海／１１／８７之问（来自我国同一年

３．３个。显示在大多数年份（除１９９２、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１０７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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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４年外），欧美国家的甲３亚型流
感流行株与ＷＨＯ当年疫苗推荐株之间在ＨＡｌ区

讨

论

域的氨基酸差异也要大于它与ｗＨＯ下一轮疫苗推

流感疫苗对人体的免疫保护效果，取决于所免

荐株之间的氨基酸差异，且ＨＡｌ的抗原决定簇区在

疫疫苗株的抗原性是否与当时的流感流行株相匹

多数年份（除１９９０、１９９２、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４

配，二者匹配程度越高，效果就越好。然而，一旦当

年外）也有相同的现象。虽然从总体上看，欧美国家

疫苗株与流行株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时，无疑将会使

的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ｗＨＯ当年疫苗推荐株之

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大大减弱。

间的差异要稍大于它与ＷＨＯ下一轮疫苗推荐株之

ｗＨＯ依据全球流感监测网络，掌握了全球流

间的差异，但经ｆ检验分析，二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感流行的状况与流行趋势，同时根据对各地流感流

义（Ｐ＞０．０５）。

行毒株的分析，推荐新一轮的流感疫苗株供各地使

４．同一疫苗推荐株在不同使用年份与流感流行

用¨∞１。基于我国近些年来发生流感暴发与大流行

株的差异比较：ｗＨＯ推荐的甲３亚型疫苗株，有的

的均为甲３亚型毒株，我们对甲３亚型流感的疫苗

仅使用１年，也有部分是使用２—３年以上的，在这

推荐株与流行株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从１９８８—

２—３年中，使用的疫苗株固定不变，而甲３亚型流

２００５年，ｗＨＯ共推荐了甲３亚型流感疫苗１２株，

感流行株一直处于变化状态，这些疫苗株随着使用

其中有８株来自我国，说明我国使用的甲３亚型流

年数的增加，它与流感流行株之问的差异见表４（表

感疫苗株中，有２／３来自本土，在我国已经有过流

中各年的差异都为平均数）。对疫苗使用１—３年问

行。流感流行后，感染者普遍会产生针对该流行株

与流行株的差异分别求平均值得到，上述４株疫苗

的相应抗体，由于人群免疫压力的影响与流感病毒

株在我国使用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与各年流行

的易变性，再次流行的毒株将会产生一定的变异，也

株氨基酸差异的平均值分别为５．１、１０．７和１１．２；在

就是说，当ｗＨｏ推荐的疫苗株在我国使用时，我国

欧美国家使用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与各年流行

当时的实际流行株有可能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异。

株氨基酸差异的平均值分别为５．７、７．５和９．２。在使

据报道，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流感病毒新变

用年限内，随着使用年数的增加，无论在我国还是在

种要存在一定的抗原性差异；同时，在其ＨＡｌ区要

欧美，ｗＨＯ的甲３亚型疫苗推荐株与流感流行株

有４个以上的氨基酸发生变化，且这些氨基酸的变

之间的氨基酸差异不断增大，且我国的变异要大于

化还必须涉及２～３个抗原决定簇（甲３亚型流感病

欧美。

毒的ＨＡｌ区上有５个抗原决定簇）＂’８Ｉ。从近几年
表２

我国１９８８

２００５年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ＷＨＯ疫苗推荐株的氨基酸差异

注：表中的差异值均为毒株间平均数

表３

欧美国家１９８８—２００５年甲３型流感流行株与ＷＨ０疫苗推荐株的氨基酸差异

注：表中的差异值均为毒株间平均数

主坐煎堡塑堂銎查！！！！至！！旦箜！！鲞箜！！塑垦！也！垦Ｐｉ皇！坐ｉ！！！旦！！！坐！竺；！！！！№！：！！！盟！：！；
表４

４株ｗＨＯ的甲３亚型疫苗推荐株在不同使用年份
？

与当时流行株在ＨＡｌ区的氨基酸差异

使鹬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

理环境复杂，又是新型流感的多发地，ＷＨｏ不可能
为我国制订专门的疫苗推荐株，因此，我国应该按照
ＷＨＯ的流感疫苗株更替原则，从我国的实际情况
出发，逐步推出自己的流感疫苗株。
此外，研究发现，ＷＨ０推荐的甲３亚型流感疫
苗株，使用年数大约在１—５年，而随着使用年数的
增加，流行株与疫苗株之间的氨基酸差异进一步增
大（Ｐ＜０．０５）。如甲３亚型疫苗株莫斯科／１０／９９
株，在２００３年时已使用４年，就我国而言，该疫苗株
与当年流行株在ＨＡｌ区域的氨基酸差异已达到１９
个，远远超过了疫苗更替时的氨基酸差异程度。也
就是说，该疫苗的免疫保护效果随使用年份的增加
而逐年降低，这表明ｗＨＯ推荐的疫苗株，使用的年

甲３亚型流感毒株抗原性比较的资料来看，１９９８、

限不宜过长，必须及时进行更替。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的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沪／１／９８、
浙江／６／９９、广东／４４８／０１及江西／４２４／０４与当时推荐

参

异‘９，１

料，因此本次研究选择了流感病毒血凝素基因ＨＡｌ

Ｂｅｍａｒｄｎ．Ｆｉｅｌｄｓ

Ｆ１ｌｎｄ砌ｅｎｔａｌ

４张烨，温乐英，李梓，等．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我国流行的甲３（Ｈ３Ｎ２）
亚型流感病毒抗原性及基因特性的研究．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
学杂志，２００４。１８：１６．１９．
５

Ａｎｄｒｅａ ＶＰ，ＥｌＳａ ＧＢ，Ａｎａ ＭＣ，ｅｔ ａ１．Ａｎｔｉｇ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荐的当年的疫苗株之间平均的差异，已超过了疫苗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８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３Ｎ２

株更替时株间的平均差异；我国的甲３型流感流行

Ｐｕｂｌｉｃａ，２００１，４：２４６—２５３．
６

株与ＷＨＯ推荐的当年疫苗株以及下一轮疫苗株之

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
另一方面，甲３亚型流感疫苗株与欧美国家的
流行株相比，虽然也有滞后趋势，但尚未达到显著水
平（Ｐ＞０．０５）。即从基因层面对ＷＨＯ推荐的疫苗

Ｒｏｂｉｎ
ｔｈｅ Ｈ３

间的差异，前者大，后者小，即我国的甲３亚型流感

提示ＷＨＯ推荐的甲３亚型流感疫苗株，在我国呈

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

３金奇．医学分子病毒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６３３—６４４．

析，结果显示我国甲３亚型流感流行株与ｗＨＯ推

流行株与ＷＨＯ推荐的下一轮疫苗株符合性较好，

Ｖｉ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ｉａｎｓ＆Ｗｉｌｋｉｎｓ．１９９６．６０５—６４８．

区域作为研究的基础，以ＨＡｌ区域及ＨＡｌ区域抗
原决定簇的氨基酸差异数作为标准进行比较与分

献

版社，１９９７．１６．２４．
２

０｜。

由于我国缺少毒株之间系统的血清抗原比较资

文

１郭元吉，程小雯．流行性感冒及其实验技术．北京：中国三峡出

疫苗株之间的抗原比分别为１６、２、４与４，也从血清
学上证实了疫苗株与流行株之间存在的抗原性差

考

Ａ（Ｈ３Ｎ２）ｖｉｒｕＳｅｓ ｃｌ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ＭＢ，Ｗａｌｔｅｒ ＭＦ，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ｈｅｍａｇｇｌｕｔｉｎｉｎ

ｇｅｎ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Ｒｅｖ

ＡＢ，ｅｔ

ａ１．

Ｐａｎ锄Ｓａｌｕ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ｎｕｅｎｚａ

ｖｉｒｕｓ

Ａ．

ｏｎ

Ｍｏｌ Ｂｉｏｌ

Ｅ、ｒ０１．１９９９．１ｌ：１４５７．１４６５．
７

Ｂｕｓｈ ＲＭ，Ｂｅｎｄｅｒ ＣＡ，Ｓｕｂｂａｒａｏ Ｋ，ｅｔ

ａ１．Ｐｒｅｄｉｃｔｉ职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９，２８６：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８朱汝南，钱渊，王芳，等．北京市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婴幼儿Ａ３型流感
病毒分离株ＨＡｌ基因序列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７：
２４１．２４４．

９严菊英，周敏’，卢亦愚，等．浙江省近年来流感病毒株的抗原性及
人群免疫状况分析．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１，１７：６２５．６２７．

株进行分析表明，虽然甲３亚型疫苗株在中国和欧

１０舒跃龙，张烨，温乐英，等．２００４年中国甲３亚型流感病毒

美国家都有滞后现象，但在我国，这种现象已经十分

（Ｈ３Ｎ２）抗原性及基因特性研究．中华实验与临床病毒学杂志，

显著，甚至可能直接影响我国流感疫苗的使用效果，
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地

２００５。１９：３６２．３６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４—２７）

（本文编辑：王多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