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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太原地区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儿童流行性感冒
病毒感染调查
兰涛

王乃昌

【摘要】

目的

常一华

彭桂香

那丹宇

张创业

吴立平

了解太原地区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流行性感冒（流感）在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中的分

布并确定当年的流感病毒优势株。方法

采集山西省人民医院门诊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的标本８７

份，分别经传代犬肾（ＭＤＣＫ）细胞分离病毒和血凝抑制试验（ＨＩ）鉴定流感病毒型别；并于２００５年１０
月和２００６年３月（流感流行前、后期）采集４１５份非呼吸道疾病的儿童及部分成年人血清标本进行了
流感ＨＩ抗体检测。结果

从８７份流感样患儿赢清标本中分离出甲１型流感病毒７株，阳性率

８．０４％。４１５份血清标本中０～岁、３～岁及７～１８岁组甲ｌ型流感ＨＩ抗体阳性率及几何平均滴度流
感流行后期均明显高于流行前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冬春太原地
区儿童流感流行以甲１型为主。
【关键词】流行性感冒病毒，甲型；急性呼吸道感染；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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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

对象与方法

吸道传染病。２０世纪世界第一次流感大流行病毒
株是Ｈ１Ｎ１ｕ ｏ。据统计，流感每年的发病率为

１．标本收集：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６年３月采

１０％～３０％，其流行病学特点是突然暴发迅速蔓延，

集山西省人民医院儿科及山西省儿童医院门诊中发

播及面广，抗原性易变异。我国是流感病毒易发生

病３ ｄ以内、未服用过抗病毒药物的８７份流感样病

变异的地区之一幢ｏ。儿童最敏感，为了解太原地区

例鼻咽拭子标本进行病毒分离。并分别于２００５年

儿童流感活动状况及流行规律，确定当年的流感优

１０月（流感流行前期）和２００６年３月（流感流行后

势株，对本地区儿童流感病毒和抗体进行了检测和

期），于本院采集４１５份非呼吸道疾病的儿童及部分

分析。

成年人静脉血标本３ ｍｌ作为对照，离心后分离
血清。

作者单位：０３００１２太原，山西省人民医院儿科（兰涛、彭桂香）；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室（王乃昌、常一华、那丹宇、张创
业、吴立平）

２．实验方法：

（１）病毒分离：鼻咽拭子标本经常规处理后，接
种到犬肾（ＭＤＣＫ）细胞，连续观察细胞病变，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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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球凝集试验，血凝滴度＞８的进行病毒型别鉴定。

甲１型流感ＨＩ抗体于流行前、后期在不同年龄组

（２）流感病毒分离株型别鉴定：血凝试验阳性的

的阳性率经比较，０～岁、３～岁及７～１８岁组差异有

标本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流感诊断试

统计学意义（Ｙ２＝５．０４，Ｐ＝０．０２５；ｘ２＝１２．１３４，Ｐ≤

剂进行血凝抑制试验（ＨＩ），鉴定流感病毒亚型（甲

０．０１；Ｙ２＝４．３７７，Ｐ≤０．０１）；甲１型流感抗体于流

１、甲３和乙型）。

行前、后在不同年龄组的ＧＭＴ经比较，０～岁、３～

（３）流感病毒抗体检测：流感病毒抗原来自国家

岁、７～岁、１８～岁、＞５０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ＣＤＣ流感中心：Ａ１／沪／７／１９９９、Ａ３／江西／０２４／２００４、

（￡＝３．８１６，Ｐ＜０．０１；￡＝５．２５７，Ｐ＜０．０１；￡＝

Ｂ沪／３６１／２００２。将采集的非呼吸道疾病患者的血清

２＿８６，Ｐ＝０．００９；￡＝２．１６，Ｐ＝０．０３４）。提示

标本进行甲１、甲３和乙型流感病毒抗体微量ＨＩ试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太原地区甲１型流感主要威胁儿

验，甲ｌ、甲３型抗体效价≥１：４０、乙型≥１：２０为

童（表２）。

阳性。

表２

太原地区流感流行前、后期不同年龄组甲ｌ型

３．统计学分析：阳性率的比较用Ｙ２检验，几何
平均滴度（ＧＭＴ）的比较用ｆ检验，采用ＳＰＳＳ

流感病毒抗体检测结果

１３．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１．病毒分离鉴定：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６年３月

从８７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鼻咽拭子标本内分离
的流感病毒中，经ＨＩ试验鉴定甲１型流感病毒７
株，阳性率８．０４％，未检出其他型别的流感病毒。
２．流感病毒抗体检测：
（１）流感流行前、后期总的流感抗体阳性率及
ＧＭＴ：检测结果显示４１５份血清标本的甲１、甲３和

乙型ＨＩ抗体阳性率在流感流行前、后期，甲１型、
乙型（Ｂ沪／３６１／２００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
１８．３９１，Ｐ≤０．０１；Ｙ２＝２３．０１１，Ｐ≤０．０１）；三型抗体
在流感流行前、后期的ＧＭＴ经比较，甲１和乙型
（Ｂ沪７３６１／２００２）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一５．８１２，

注：４阳性翠（％）

②甲３型：甲３型流感抗体于流行前、后期在不
同年龄组间，除了０～岁组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Ｙ２＝６．８４５，Ｐ＝０．００９），并且是流行前高于流行

后期；其ＧＭＴ及其他各年龄组阳性率和ＧＭＴ均无
统计学意义（表３）。
表３

太原地区流感流行前、后期不同年龄组
甲３型流感病毒抗体检测结果

Ｐ≤０．０１；￡＝一９．００６，Ｐ≤０．０１），即流感流行后期

的抗体不论是阳性率还是ＧＭＴ均高于流行前期。
提示２００５年秋至２００６年春太原地区有甲１和乙型

（Ｂ沪／３６１／２００２）流感流行（表１）。
表ｌ

太原地区流感流行前、后期不同型别
流感病毒抗体检测结果

注：“阳性率（％）

Ａ１／沪／７／１９９９

４３／１５３（２８）“

２４，９４

１３０／２６２（５０）。

５４．２９

Ａ３／江西／０２４／２００４

６９／１５３（４５）。

３９．２５

１０ｌ／２６２（３９）。

４６．６６

４８／１５３（３１）。

１７．４０

１４６／２６２（５６）４

４６．６６

Ｂ沪／３６１／２００２

注：。阳性率（％）

（２）流感流行前、后期不同年龄组三型流感抗体
阳性率及ＧＭＴ：

①甲１型：将４１５份血清标本按年龄分为５组，

③乙型流感：乙型（Ｂ沪／３６１／２００２）流感抗体于
流行前、后期在不同年龄组的阳性率经比较，３～岁
组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５．７１８，Ｐ＝０．００６），余各年龄
组阳性率均无统计学意义；但该型流感抗体于流行
前、后期不同年龄组的ＧＭＴ经比较，０～、３～、７～、
１８～、＞５０岁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２．５１６，
Ｐ＝０．０１４：￡＝２．２７８，Ｐ＝０．０２９：￡＝３．０４１，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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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说明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冬、春季可能也发生了乙型

说明２００６年太原地区有乙型（Ｂ沪７３６１７２００２）流感

流感病毒的小流行。同时也说明婴幼儿、儿童、青少

毒株引起的流行，以３～岁组为主（表４）。

年及老年人是流感的易感人群，每年秋、冬季门诊患

表４

太原地区流感流行前、后期不同年龄组乙型
（Ｂ沪／３６１／２００２）流感病毒抗体检测结果

儿的突然增加是流感流行的信号，抓住这一特点进
行流感监测有利于及时发现流感病毒抗原的变化和
新变种的出现怕一。
研究结果还显示，甲３型流感抗体的阳性率和

ＧＭＴ的整体水平较高，这与以往我国以甲３型流感
流行为主有关。甲３型流感抗体除０～３岁组的阳

性率，其他年龄组的阳性率和ＧＭＴ于流感流行前、
后期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的流感
流行季节，未发生甲３型流感的流行，从另一方面证
明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的流感流行季节，太原地区儿童

注：“阳性率（％）

中是以甲１型流感病毒流行为主。
讨

论

血清学试验是病原学诊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

流感病毒属于正粘病毒科，可分为甲、乙、丙３

节＂１。一次流感流行过后，人体可通过发病或隐性

型。根据甲型流感病毒表面抗原——血凝素抗原

感染获得针对病毒的特异性抗体，而血清中的流感

（ＨＡ）和神经氨酸酶抗原（ＮＡ）的结构及基因特性的

血凝抑制抗体可以反映人群的免疫力。由于流感病

不同又可分为若干亚型，至今已发现甲型流感的

毒只有株的免疫力，型间无交叉保护，入群不能获得

ＨＡ有１６个亚型，ＮＡ有９个亚型ｂ Ｊ。由于ＨＡ和

持久的免疫，那么聚集性强且免疫功能尚不健全的

ＮＡ的抗原性容易发生变异，所以造成了流感病毒

人群（儿童），就易受到流感的攻击，因此在儿童中进

的不断流行，因此，在流感病毒的检测过程中对于其

行流感病毒的监测尤为重要。

型别的鉴定是十分重要的。流感的实验室诊断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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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未从标本中分离到乙型流感病毒，但乙型（Ｂ

沪／３６１／２００２）流感抗体于流行后３～７岁组的阳性
率、各年龄组ＧＭＴ都高于流行前且均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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