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合理地使用好我国掌握的各种对抗流感的药物。

抗生素都有可能产生耐药性一样，各种抗病毒药物

长期以来，我国广泛使用的抗流感主流药物有两类，

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耐药性。关键是同时作好对流感

一类是占目前抗流感病毒市场上份额９９％的国产的

的监测和对抗病毒药物耐药性的监测工作，更专业、

金刚烷胺类药物，另一类是广泛使用的中草药，这两

更合理的使用好各种药物，不要偏废任何一种。例

类药物都经过长期考验，对各自的优点和不足都了

如烷胺类药物抗病毒的机制与达菲不同，协同使用

解得相当清楚了。近年来，达菲类神经氨酸酶抑制

可能会使疗效倍增。

剂脱颖而出，近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药敏试验

５．预案与公共卫生决策：、ⅣＨＯ应对流感大流行

结果提示，对甲型（ＨｌＮｌ）流感病毒相对敏感，这是防

的６级预警机制与我国的４级预警机制都是预案的

治甲型（ＨｌＮｌ）流感的福音。目前我国仅有数量有限

核心部分，然而在决策实施前，必须从实际出发，认

的达菲储备，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建议我国

真论证。过去在制定预案时，是以禽流感病毒变异

迅速增加达菲生产量，由政府增加经费大幅度增加对

后引起的大流行为假想敌。然而，同样的预案，却突

这两种药物的储备，用于甲型（Ｈ１Ｎ１）流感重症病例

然换成了另一个实际的敌人——甲型（ＨｌＮｌ）流感，

的治疗和关键时刻的预防，此事刻不容缓。

两者不同之处很多。人类不能选择敌人，但可以审

另一方面，由于达菲类药物使用时间较短，人们

慎地修订预案。我国预案中最重要的措施不外乎

可能对其了解不足。由于其数量少、价格很高，不可

“专业应对”与“社会动员”两大方面。如果不出现因

能满足同时面对季节性流感流行和甲型（ＨｌＮｌ）流

传播链混乱造成广泛传播的严重局面外，应尽可能

感流行的需求。我国对治疗和预防流感药物的需求

采取专业应对。此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千

量极大，不宜只宣传达菲类一种药物。金刚烷胺类

差万别，各地的预警级别可以不同。

药物和中草药过去在抗季节性甲型流感和禽流感中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一０５一０８）

都被证明有效，其价比达菲的便宜很多。同所有的

（本文编辑：张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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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２００９年３月以来，人感染甲型ＨｌＮｌ病例显著
增加，已在人群中持续传播并引起墨西哥及美国部
分地区暴发疫情。截至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据ＷＨＯ报
道，全球共有２１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甲型（ＨｌＮｌ）流
感确诊病例１０８５例，死亡２６例ｂ】。在４月２９日

通常猪流感病毒是指在猪群中流行的流感病

ＷＨＯ宣布就已将猪流感引起的全球流感大流行警

毒，或从病毒基因进化分析上类似于以往分离的猪

告级别由４级提高到５级，标志着流感大流行正在

流感病毒。１９３０年Ｓｈｏｐｅ和ＬｅＩｌｌｉｓ…首次从猪体内

逼近。

分离出流感病毒。１９７４年Ｓｍｉｔｈ等㈨从人体肺组织

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此次流行的病毒来源于猪，

对于新病毒的名称也争议颇多。最初称为猪流感病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ａｍｊ．ｉｓ蚰．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２
作者单位：ｌＯ００５２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毒，有的国家称为猪源流感病毒Ａ（ＨｌＮｌ），最终

国家流感中心，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ｗＨＯ称之为甲（Ａ）型ＨｌＮｌ亚型流感病毒。由于这

通信作者：舒跃龙，Ｅｍａｉｌ：ｙｓｈｕ＠ｖｉｐ．ｓｈ巩锄

个新病毒与前期在人群中流行的Ａ（ＨｌＮｌ）病毒截

．４２４．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ｒｎ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然不同，而更接近以往猪中分离的病毒，因此，本文

的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经基因进化分析显示该病

从病毒学的角度将其列为猪流感病毒进行探讨，凸

毒是一种新的重配病毒，其基因特性与以往的猪流

显其公共卫生意义。

感病毒差异较大，与人流感病毒ＨｌＮｌ差别也很

１．猪流感病毒生物学特征和在猪群中的流行情

况：猪流感病毒属于正粘病毒科（Ｏ吡ｏｍ）ｒ）【ｏｖｉｒｉｄ∞），

大。８个片段分别来自人源、北美猪源、欧亚猪源及
禽源（非Ｈ５）的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属，为分节段的单股负链ＲＮＡ病毒。根据

２．人感染猪流感流行病学特点：

猪流感核蛋白（ＮＰ）和基质蛋白（ＭＰ）抗原性的不同，

（１）既往人感染猪流感病例流行特点：血清学回

可将病毒分为Ａ、Ｂ、Ｃ三个血清型。导致猪流感或人

顾性调查认为猪流感（Ｈ１Ｎ１）病毒是１９１８年流感大

感染猪流感病例的主要是甲（Ａ）型病毒。至今甲型

流行的病原。在人群发生暴发流行的同时，猪也有

流感病毒已发现的血凝素有１６个亚型（Ｈｌ—Ｈ１６），

相似的感染症状。通过血清学检测或病毒分离方

神经氨酸酶有９个亚型（Ｎｌ—Ｎ９）。目前已发现的甲

法，１９５８—２００５年美洲、欧洲、亚洲报告了６０例左右

型猪流感病毒至少有Ｈ１Ｎ１、Ｈ１Ｎ２、ＨｌＮ７、Ｈ３Ｎ１、

人感染猪流感病例，其中７例死亡。这些病例多为

Ｈ３Ｎ２、Ｈ４Ｎ６、Ｈ５Ｎ１和Ｈ９Ｎ２八种不同的血清亚

散发病例，仅３起有聚集性病例。在２００９年３月之

型。文献报道的人感染猪流感病毒主要有ＨｌＮｌ、

前，人感染猪流感病例多数具有明显的病猪接触史

Ｈ３Ｎ２、ＨｌＮ２、Ｈ３Ｎｌ等，其中以Ｈ１Ｎ１亚型为主［３】。

或病猪环境暴露史。与猪有密切接触的农场主及兽

猪流感在猪群中引起的发病率较高，而死亡率

医是感染猪流感的高危人群。有文献报道，一般人

则较低。猪流感病毒可全年在猪群当中传播，但大

群对甲型猪流感的抗体阳性率低于２％，但具有猪暴

部分暴发都发生在秋季末期和冬季，这一点与人群

露史的职业人群（如养猪的农场主或兽医）其对猪流

中暴发的情形类似。

感Ａ（ＨｌＮｌ）的抗体阳性率可高达１０％一２０％括ＪＪ。

自１９３０年分离到第１株猪流感病毒（～ｓｗｉｎｅ／

根据３起聚集性病例的报道可推测，可能猪流

Ｉｏｗ“１５／３０）以后，大约６０年的时间，分离到的猪流

感病毒也曾导致有限的人传人。尤其是１９７６年在

感病毒都是Ｈ１Ｎｌ亚型，起初在美国猪群中流行，而

美国新泽西州的军营中发生一起１３例人感染猪流

后传至欧洲、亚洲。１９８０年在欧洲猪群中发现了８

感Ａ（ＨｌＮｌ）确诊病例的暴发疫情，证实了猪流感病

个基因均类似于禽流感病毒的猪（Ｈ１Ｎ１）流感病

毒在人际间的传播。同时血清学调查数据显示同一

毒。１９９３年，在我国香港猪群中也分离到了这种类

军营有更多的人发生了感染。此次疫情没有造成进

禽ＨｌＮｌ病毒№】，故有人预言禽源猪Ｈ１Ｎｌ毒株不久

一步的传播，有人称之为“流产的流感大流行”，但仍

将会在人群中引起流感大流行。但从猪体内分离到

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类人ＨｌＮｌ病毒的报道却很少。直到２００６年我国８

人感染猪流感病例同样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也

个省的猪群调查中，在广东省的一个猪场发现了类

以秋冬季居多。１９５８—２００５年报道的５０例猪流感

人Ｈ１Ｎｌ亚型猪流感病毒，其８个基因片段全部来源

病例，６例病例的发病时间在夏季，４２例的发病时间

于人‘引。

在９月至次年３月（２例发病时间不详）ＤＪ引。人感染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在美国的猪群中分离到的病毒

猪流感的人群分布特征主要受人群免疫力及接触机

包括其他３个亚型和５个不同的基因型。这些病毒

会两因素的影响。上述５０例人感染猪流感病例中，

株均包括了人、禽和猪的重配基因片段。

男性多于女性，儿童、青壮年患者居多ｂ］。

与人流感病毒不同，猪流感病毒的起源和流行

（２）２００９年３月起的人感染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

在不同的大陆有所不同。例如在欧洲流行的Ｈ１Ｎｌ

例流行特点：截至５月４日格林尼治时间１８：００，全

属禽源的，是在１９７９年由野鸭传人猪群。在美国流

球共报告１０８５例确诊的甲型Ｈ１Ｎｌ感染病例。死亡

行的所谓“古典”型猪流感Ｈ１Ｎ１病毒从２０世纪初就

２６例，其中墨西哥２５例，美国１例（２３月龄儿童）。

存在。猪流感病毒Ｈ１Ｎｌ、Ｈ３Ｎ２与人群中流行的同

病例以青壮年为主。确诊病例排在前三位的国家分

亚型毒株抗原和基因特性都差异较大。大多数猪

别是墨两哥、美国、加拿大。病例也以青壮年为主。

流感病毒人、禽和猪的重配毒株，通常认为猪对人

最初发生暴发的墨西哥大多数病例没有猪的接触

和禽流感病毒均易感，因此，猪被称为流感病毒的

史，稳定的人际传播已经建立。至于本次疫情的起

“混合器”。

源是来自于猪还是人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２００９年在墨西哥、美国等国家／地区人群中流行

流感大流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新的流感病

毒亚型出现或旧亚型重现；②人群普遍易感；③病毒

病情严重程度差别很大的原因，推测可能与该病流

具备有效的人际传播能力。目前三个条件均已具

行早期没有确定病原进行诊断、未早期采取有效的

备，全球性流感大流行正蓄势待发。

防控措施有关。

４月２３日，美国报告在纽约市一所高中发生甲

４．人感染猪流感的预防控制：流感病毒具有不

型（Ｈ１Ｎ１）流感暴发疫情，共采集了５５份新发病例

断发生变异的特性，以逃避人群产生的免疫压力。

呼吸道标本进行检测，其中４４份甲型ＨｌＮｌ病毒检

抗原性变异包括抗原漂移和抗原转变两类。每１～

测阳性＝１¨。该起疫情中识别到２２２人曾到过校医室

２年要发生一次小的变异。每隔１０年或更长的时

或因病离校。因该病症状不特异且有一些轻型病

间，就出现一种大的变异株（抗原转变）引起流感大

例，估计实际的发病人数要多于确诊病例数。

流行。流感大流行有三种机制：一是人类流感病毒

一些国家首发病例报告有墨西哥等疫情严重地

与动物流感病毒的基因重配；二是流感病毒在动物

区的旅行史。因此，在那些没有甲型Ｈ１Ｎ１疫情的

与人之间直接传播；三是病毒从未知或未注意的贮

国家，防控输入性病例或具有旅行史的病例应是早

存地重新出现【１￡１６］。以２０世纪发生的３次流感大流

期防控的重点。

行为例：１９１８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病毒来源于猪

由于此次流行的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与目前

流感病毒；１９５７年的第二次流感大流行病毒ＨＡ、

的季节性流感Ｈ１Ｎ１病毒抗原性和基因特性差异

ＮＡ和ＰＢｌ基因皆来自于禽流感病毒；１９６８年第三

都很大，人际间传播的效率很高，因此，推测人群

次流感大流行病毒ＨＡ和ＰＢｌ两个基因来自禽流感

普遍易感。

病毒，其他６个基因来自当时流行于人群的Ｈ２Ｎ２病

３．人感染猪流感的临床表现和诊断：

毒，这也是第一个人源和禽源流感病毒的重配病毒。

（１）潜伏期：人感染猪流感的潜伏期通常为１—

由于猪体内的上皮细胞既具有人流感的受体又

７天，更多的是ｌ一４天¨２｜。感染猪流感病毒患者出

具备禽流感的受体，可以同时感染禽和人的流感病

现症状前一天至发病７天内具有传染的潜在可能

毒，因而流感病毒有了发生基因重组的机制，所以一

性。儿童，特别是幼儿，其传染期可能更长。

直以来猪被认为是流感病毒的“混合器”。但关于猪

（２）临床症状和体征：人感染猪流感病毒后，其

在流感病毒大流行株产生中的作用，至今尚未获得

临床症状与季节性流感病毒导致的临床症状并无明

一致看法。１９９７年出现人感染禽流感病毒Ｈ５Ｎ１病

显不同，从轻型流感样症状到肺炎等轻重程度不

例以来，国际上专家普遍担忧下一次流感大流行的

一。主要表现为急性发热（＞３８０ｃ）及呼吸道症状，

毒株可能会起源于禽流感病毒Ｈ５Ｎ１。２００９年３月

如咳嗽、头痛、乏力、厌食，乃至呼吸加速、气促，甚至

以来的这次甲型流感ＨｌＮｌ病毒的流行提示，对流

呼吸窘迫。患者的肺部体征常不明显，部分病例可

感大流行病毒株的来源很难预测，流感研究方面还

闻少许湿哕音，或有肺实变体征。偶有局部叩浊、呼

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尤其要加强生态学方面的研究。

吸音减低等少量胸腔积液的表现。部分病毒性肺炎

我们确实很难预测流感大流行的病毒株，但可

的患者ｘ线片中会表现出明显的渗透性肺炎ｕ引。

以做到加强人群中流感病毒的监测。此次甲型

Ｓｍｉｍ等’２：报道，人感染猪流感后可能会合并链

ＨｌＮｌ流感病毒流行，美国在流行早期就监测到了轻

球菌感染。尤其是５岁以下儿童，或健康状况不佳

型病例，能够及时建立检测方法并向全球公布，确保

者，感染后出现并发症的概率要较常人高。部分流

世界各国早期及时开展疫情围堵和干预，防止感染

感相关儿童死亡病例检测结果表明其合并有金黄色

进一步扩散。

葡萄球菌尤其是耐甲氧西林菌株的感染¨４｜。

要汲取前几次流感大流行的经验和教训。１９１８

２００９年３月以来，美国发现感染Ａ（ＨｌＮｌ）（猪

年流感大流行出现了三个流行波。第一波发病率高

流感）的病例除表现为突然发热、肌肉痛、咳嗽、流鼻

但死亡率低；第二波流感范围广，病死率高；第三波，

涕和疲倦外，２０％～２５％的患者出现胃肠道症状如

流行强度轻，时间短。因此，我国当前虽然尚未出现

腹泻、呕吐ｎ引。９５％以上符合流感样病例症状（发热

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例，但作为呼吸道传染病，出现

伴咳嗽或咽痛之一者）。墨西哥的肺炎病例较多，其

甲型（ＨｌＮｌ）流感病例和疫情只是时间的问题。因

他国家都是以上呼吸道感染的轻型病例为主。确诊

此，当前要做好防控方面的充分准备，将疾病对人群

的２６名死亡病例中，除１名２３月龄的美国婴儿外，

的健康和社会、经济负担降到最低。预计２００９年５

其他均为墨西哥人。墨西哥与其他国家相比，患者

月份ｗＨ０的疫苗种子株就能制备出来，我国当前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Ｉｎ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４２６·

应做好生产、储备疫苗的充分准备。当前的耐药性
检测结果显示，此次流行的甲型Ｈ１Ｎｌ流感病毒对
金刚烷胺和金刚乙胺耐药，但对奥司他韦（达菲）和
扎纳米韦（瑞乐莎）敏感，因此还要选择合适抗病毒
药物进行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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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感病毒及其基因重配对人类流感
流行的影响
卢亦愚
【关键词】

陈寅徐昌平

冯燕

甲型（ＨｌＮｌ）流感病毒；猪流感病毒；基因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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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感病例已上升至１４９０例，死亡人数３０例。除墨

西哥与美国外，其他有１９个国家也报告了—堋１Ｎ１
的确认病例。为此、ｖＨＯ在４月２７日将全球流感大
流行的警告级别提升到４级，并在２天后又进一步提

高到５级，并把该流感称为甲型（ＨｌＮｌ）流感，号召
开展全球性防控工作，充分体现了ｗＨＯ对这次新
型流感流行的重视程度。

１．甲型流感病毒：流感是由甲（Ａ）、乙（Ｂ）和丙
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３日自墨西哥出现第一例人感染猪

（Ｃ）三型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中

流感（棚１Ｎ１）的死亡病例以来，至５月５日全球确认

甲型流感危害程度最大，常引起世界性流感大流行，
除能感染人类以外，也可在动物和禽类中引起广泛

ＤＯｌ：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蛐．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３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５ｌ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卢亦愚，Ｅｍａｉｌ：ｌｕｙｉ”目ｈ＠ｙａｈｏｏ．㈣．∞

流行，甲型流感病毒不仅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健康，也
给农业与养殖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ｎ’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