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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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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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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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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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型流感病毒为负链单股ＲＮＡ病毒，分为８个

行病学特点是它具有同时感染人和禽的能力，因此

基因节段，分别为ＰＢ２、ＰＢｌ、队、ＨＡ、ＮＰ、ＮＡ、ＭＰ和

猪流感病毒除具有畜牧业传染病上的意义外。在人

Ｎｓ。典型的病毒粒子在电镜下呈球形，直径为８０～

类的流感流行中也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１２０砌，平均１００衄。流感病毒的ＨＡ与ＮＡ是流

２０世纪的每次人类流感的流行前后都有猪流

感病毒的重要表面抗原，与流感病毒的抗原变异密

感的发生。１９９７年美国的Ｔａｕｂ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等㈨证实，

切相关。ＨＡ是病毒的主要表面糖蛋白，由５６２—

１９１８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时的ＨｌＮｌ毒株与古典

５６６个氨基酸组成。能结合细胞表面受体，诱导中和

型的猪流感病毒ＨｌＮｌ在基因和抗原方面极为相

抗体产生，形成免疫保护作用。ＮＡ是构成病毒囊

似，通过对其ＨＡ、ＮＡ和ＮＳ基因的序列分析发现，

膜纤突的另一个重要蛋白成分，它能避免病毒粒子

在ＨＡ的裂解位点处有多个碱性氨基酸的植入，这

的聚集，有利于病毒的释放，对病毒在感染细胞周围

种基因重组很可能是导致该次流感大流行的原因。

的扩散能力有很大影响ｂ一］。

２００１年澳大利亚的Ｇｉｂｂｓ等¨刚报道。１９１８年流行的

在流感病毒的８个基因中，ＨＡ变异最快，其次

流感病毒血凝素ＨＡ基因发生的变异，正是由于猪

是ＮＡ。自然界中像甲型流感病毒这样变异频繁、

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跳跃到人流感基因上，才导致

变异幅度大的生物是少有的，如甲型流感病毒的

了当时西班牙流感病毒极强的感染性与致死性。此

ＨＡｌ基因每年每个核苷酸变异的概率为３×１０一一

外，研究还证实１９５７年的新型流感病毒Ｈ２Ｎ２亚洲

４×１０。，而细胞染色体ＤＮＡ的突变率仅为１０一一

毒株，是由人、禽流感病毒基因重配而来，其ＨＡ、ＮＡ

ｌＯ。１０。甲型流感病毒变异通过抗原漂移与抗原转换

与ＰＢｌ三个基因片段来自于禽流感病毒，其他５个

这二种机制来改变其抗原性ｂ·６｜。

片段来源于当时流行的人甲型（ＨｌＮｌ）流感病毒；而

抗原漂移是指甲型流感病毒亚型内部经常发生

１９６８年的甲型（Ｈ３Ｎ２）流感病毒刖ＨｏｎｇＫｏｎ∥６８，除

的小变异，它受到宿主防御机制的免疫选择压力，是

ＨＡ与ＰＢｌ基因来自禽流感病毒外，其余６个基因片

流感病毒全部基因片段变化的积蓄，是一种量变的

段均为来源于人的Ｈ２Ｎ２流感病毒，这些都已得到

过程，漂移的结果形成抗原性的改变将会导致流感

了确认＂。１¨。这两次流感大流行的毒株，在进入人体

的流行，流感病毒的抗原漂移是不定向的，即抗原漂

之前，都在猪体内进行了基因重组，获得了与人细胞

移在某一时间内可产生多方向变异的变种，每一个

表面流感病毒受体结合的特性。所以当这类在猪体

抗原性改变的变种不一定都造成流行，要成为流行

内经过重组或重配的病毒一旦具有较强的传染性、

株还需要一些其他条件，如毒力、传播能力等，甲型

致病性，并能感染人类，就有可能引起新的世界性流

流感病毒ＨＡ和ＮＡ抗原漂移是相互独立进行的。

感大流行，这次墨西哥发生的新型甲型（ＨｌＮｌ）流

对流感病毒抗原性影响更大的是抗原转换，抗

感，也具有这种特点。

原转换又称抗原大变异，是指不同甲型流感病毒基

１９７６年１月，美国新泽西州１名士兵死于ＨｌＮｌ

因组各个片段之间进行节段交换重配。甲型流感病

猪流感病毒感染，５名士兵体内分离到同样的病毒，

毒基因组的各片段的鼢怆均含有其转录与复制所

血清学调查表明当时周围至少有５００人受到感染

必需的核蛋白（ＮＰ）与聚合酶的复合体，在同一地区

ｎ２３；同年１１月，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南部也有ＨｌＮｌ猪

同时流行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甲型流感病毒时，不同

流感病毒感染人的报道。此后，北美报道了多起猪

流感病毒在对宿主的共同感染中，有可能使其ＲＮＡ

流感病毒Ｈ１Ｎｌ在自然条件下传染给人的事件，

节段进行交换，重配成包含混合ＩⅢＡ片段的病毒ｎ１。

１９９３年荷兰在两个不同地区的婴儿身上分离到２株

２．猪流感的公共卫生意义：猪流感是世界上最

禽一人重组的流感病毒Ａ／Ｎｅｔｈｅｒｌ锄吲５／９３（Ｈ３Ｎ２）和

常见的猪传染病之一，常引起猪的急性呼吸道疾病

刖Ｎｅｍｅｒｌａｎｄｓ／３５／９３（Ｈ３Ｎ２）。从毒株的遗传性和抗

暴发，其病原猪流感病毒也是甲型流感病毒的成

原性分析表明，它与欧洲猪群中分离的基因重配的

员。由于猪呼吸道上皮细胞上既有禽流感病毒的受

Ｈ３Ｎ２病毒关系十分密切，编码其内部蛋白的６个基

体唾液酸ａ一２，３一半乳糖苷（ＳＡ旺２，３Ｇａｌ），又有人流

因均来源于禽类。１９９９年我国香港也报道了女婴

感病毒的受体唾液酸ａ一２，６一半乳糖苷（ＳＡａ２，

感染Ｈ３Ｎ２猪流感病毒的事件。

６Ｇａｌ），因此，猪群在储存流感病毒、诱导流感病毒新
亚型出现的环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哺】。

除了对养猪业的影响之外，猪流感最突出的流

上述研究证实了感染猪的流感病毒具有感染人
的潜力，这就增加了新流感病毒经猪体重配后传播
给人类的可能性。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猪体内的流

感病毒是人类流感病毒的潜在来源。下一次人类流

有专家对近三十多年来猪流感病毒的重配进行

感大流行的流行株基因中，将可能会有现今流行于

研究，认为从１９７０年起，在美国的猪群中就已经分

猪群中的流感病毒片段。因此，对猪群中的猪流感

离到含有古典猪流感病毒和人流感病毒的重配猪流

病毒进行监测并对其中来自于人、猪、禽的病毒基因

感病毒；在欧洲和亚洲的猪群中也分离到人流感病

进行分析，这对流感流行与暴发的预测具有重要的

毒与禽流感病毒的重配毒株，且这些重配病毒在欧

意义。

洲和亚洲的猪群中持续存在。１９８４年在欧洲和亚

３．猪流感病毒的主要亚型：目前在全球范围内

洲出现的大规模猪流感，很可能就是这种人源Ｈ３Ｎ２

猪群中流行的流感病毒亚型主要包括ＨｌＮｌ、ＨｌＮ２、

与禽源Ｈ１Ｎ１病毒基因片段在猪体内进行重配的结

Ｈ３Ｎ２、ＨｌＮ７、Ｈ３Ｎ６、Ｈ４Ｎ６和Ｈ９Ｎ２等。虽然，不同

果。此外，自１９９８年起，猪群中三源重配的Ｈ３Ｎ２病

亚型的猪流感病毒之间可以组成多种血清型，但已

毒在美国广泛流行，该病毒同时含有人流感病毒的

造成世界性流行的猪流感病毒血清型，仅有ＨｌＮｌ、

ＨＡ、ＮＡ和ＰＢｌ基因，北美禽病毒的ＰＢ２和ＰＡ基因，

Ｈ３Ｎ２、Ｈ１Ｎ２三种。

以及古典猪病毒的ＮＰ、Ｍ和ＮＳ。

（１）Ｈ１Ｎｌ亚型病毒：目前猪群中存在的Ｈ１Ｎｌ

９０年代以来，在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美

亚型猪流感病毒，主要有古典猪ＨｌＮｌ、类禽Ｈ１Ｎｌ

国、比利时、德国、中国台湾均出现了一种重配的

和类人ＨｌＮｌ三种。１９３１年由Ｓｈｏｐｅ分离得到了第
一株猪流感病毒，即古典ＨｌＮｌ亚型猪流感病毒，它

Ｈ１Ｎ２猪流感病毒，这种病毒是三源重配的Ｈ３Ｎ２病

在遗传进化上与引起１９１８年西班牙大流行的流感

重配病毒。

毒和古典猪Ｈ１Ｎｌ病毒经过再次重配所形成的四源

病毒（ＨｌＮｌ亚型）密切相关。该型猪流感病毒一直

因此，国外有专家认为，２００９年４月墨西哥等地

在美国的猪群中流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传入亚洲与

人感染的来自猪源的新型甲型Ｈ１Ｎ１病毒，也是一种

欧洲。１９７９一１９８０年从欧洲猪群中分离的流感病

四源重配病毒，并给出了病毒基因重配图。“（图１）。

毒，在基因特性、抗原性上均与古典型Ｈ１Ｎ１猪流
感病毒有显著的差别，研究表明其８个基因片段都
是禽源的，因此称为类禽Ｈ１Ｎｌ猪流感病毒。由于
人的Ｈ１Ｎｌ亚型流感毒株很容易传给猪，因此从猪
群中偶尔也能分离到该类病毒，称为类人的ＨｌＮｌ
病毒。８。。”““ｏ
（２）Ｈ３Ｎ２亚型病毒：Ｈ３Ｎ２亚型猪流感病毒，主
要包括类人的Ｈ３Ｎ２亚型和基因重配的Ｈ３Ｎ２亚型
猪流感病毒。类人的Ｈ３Ｎ２亚型是从人的流感病毒
Ｈ３Ｎ２亚型感染猪；１９９８年在美国分离到由人、猪和

禽三源基因重配的Ｈ３Ｎ２亚型病毒，这类毒株在北
美猪群中持续流行¨“Ｌ”】。

图ｌ

２００９年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基因重配分析

为了对本次新型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进行溯

（３）基因重配的Ｈ１Ｎ２亚型病毒：自从８０年代以

源分析，我们查阅了相关文献，并对美国疾病预防控

来，在欧洲、美洲与亚洲均从猪群中分离到ＨｌＮ２亚

制中心公布的本次新型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的５

型病毒，这类毒株是由人的Ｈ３Ｎ２与猪古典的Ｈ１Ｎ１

株病毒株Ａ／Ｃａｌｉｆｏｍｉ“０４／２００９、Ａ／Ｃａｌｉｆｏｍｉ“０７／２００９、

病毒的基因重配，或由人Ｈ３Ｎ２与禽流感ＨｌＮｌ病毒

—√Ｃａｌｉｆｏｍｉ“０８／２００９、～Ｃａｌｉｆｏｍｉａ／ｌＯ／２００９、—Ｌ，Ｔｅｘａｓ／

重配而来“９’２０Ｊ。

０４／２００９的基因片段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上述新型

４．２００９年引起全球流行的新的甲型（Ｈ１Ｎ１）流

甲型（ＨｌＮｌ）病毒株具有很高的同源性。因此，以

感病毒溯源探讨：２００９年４月，墨西哥报道了一种新

Ａ／Ｃａｌｉｆｏｍｉ“０４／２００９（Ｈ１Ｎ１）的各个基因序列为例，

型的ＨｌＮｌ流感病毒，目前被命名为甲型（Ｈ１Ｎ１）流

在美国ＧｅｎＢａｌｌｌｃ上进行比对，并构建了系统进化树，

感病毒。该病毒究竟从何而来，已引起世界广泛关

寻找与本次新型甲型（Ｈ１Ｎ１）流感各个基因片段同

注。有专家认为，该病毒与普通的猪流感病毒不同，

源性最高的各类流感毒株（表】和图２、３）。

这种甲型（ＨｌＮｌ）流感病毒是人流感、禽流感和猪流
感病毒的重配毒株。

从表ｌ可以看出，与ＮＡ和Ｍ基因同源性最高的
为欧洲地区的ＨｌＮｌ猪流感病毒株。通过对ＨＡ、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ｔＩｌ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５

表ｌ本次流行的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８个基因片段的
同源性比对
基因片段

同源性比对结果

ＨＡ

最高为～ｓｗｉｎ朝ｎｄｉａＩｌａ／Ｐ１２４３９／ｏｏ（Ｈ１Ｎ２）株【同源性
９５％】；同源性最高的主要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北美地区猪
源Ｈ１Ｎ２病毒株

·４２９·

ＮＰ、ＰＢｌ、ＰＢ２、ＮＳ和ＰＡ ６个片段进行综合评价发

现，与其同源性最高的病毒株主要为美国等的Ｈ１Ｎ２
猪流感病毒株。由ＨＡ的基因进化树分析也可以看

出，新型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与北美猪流感病毒
ＨｌＮ２最为接近（图２）。ＮＡ的基因进化分析表明

ＮＡ

最高为Ａ／ｓｗｉＩｌｅ厄ｎｇｌ锄ｄ／１９５８５２，９２（ＨｌＮｌ）株【同源性
９４％】；同源性最高的主要为１９９ｌ—１９９８年欧洲地Ⅸ猪

ＭＰ

最高为Ａ／ｓｗｉｎｅ小ｏｎｇＫｏｎｇ／５２１２／９９（Ｈ３Ｎ２）株【同源性
９７％】。同源性最高的｝要为香港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猪源
Ｈ３Ｎ２病毒株，另外与欧洲地区猪源ＨｌＮｌ和Ｈ１Ｎ２等猪

病毒遗传距离最近。此外，从二个主要抗原基因ＨＡ

源病毒株也有很高问源性．达９６％

Ｈ１Ｎｌ流感病毒与１９１８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ＨｌＮｌ

源ＨｌＮｌ病毒株

最高为Ａ／ｓｗｉｎ们ｏｗａ／５３３／９９（Ｈ３Ｎ２）株Ｉ同源性９６％】，与
Ａ／ｓｗｉｎ朝ｎｄｉａｎａ／Ｐ１２４３９／ｏｏ（川Ｎ２）株【Ｊ ｕｊ源性９６％】；同

ＮＰ

源性最高的主要为美国、韩国的猪源Ｈ３Ｎ２病毒株和美
国的ＨｌＮ２猪源病毒株
ＰＢｌ

最高为～ｗｉｓｃｏｎｓ甜１ ｏ／９８（ＨｌＮｌ）株【同源性９６％】，与～
ｓｗｉｎｅ／Ｉｎｄｉａｎ“９Ｋ０３５／９９（Ｈ１Ｎ２）株【问源性９６％】；同源性
最高的主要为美国的猪源Ｈ３Ｎ２和Ｈ１Ｎ２病毒株，仅～

ＰＢ２

最高为Ａ／ｓｗｉｎ“Ｋｏｒｅ“ＪＮｓ０６／２００４（Ｈ３Ｎ２）【同源性
９６％】，与～ｓｗｉｎｅ，Ｍｉｎｎｅｓｏｗ５５５５１／ｏｏ（Ｈ１Ｎ２）株【砌源性
９６％】；同源性最高的主要为美国猪源和禽源的ＨｌＮ２和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ｒｌ／ｌＯ／９８为ＨｌＮｌ病毒株

Ｈ３Ｎ２病毒株
Ｎｓ

ＰＡ

最高为～ｓｗ．ｍｅ，Ｍｉ肌ｅｓｏ倒９０８８．２／９８（Ｈ３Ｎ２）【同源性
９６％】；与～ｓｗｉｎｅ／Ｉｎｄｉａｎａ／９Ｋ０３５／９９（ＨｌＮ２）【同源性为
９６％】；旧源性最高的主要为美国、韩国等ＨｌＮ２和Ｈ３Ｎ２

（图３），新型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与欧亚系猪流感
与ＮＡ的系统进化树上可以看出，这次新型甲型

具有很大的差异。
根据资料分析泣¨，１９９８年以后，在美国猪群中
广泛流行的Ｈ３Ｎ２病毒是三源重配病毒，此后，１９９９
年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先分离出１株ＨｌＮ２猪流感病
毒，基因进化分析显示这株病毒是由古典ＨｌＮｌ猪
流感病毒和当时美国流行的Ｈ３Ｎ２三源重配猪流感
病毒进一步重组的结果，即该四源重配的Ｈ１Ｎ２病
毒除了ＨＡ基因来自Ｈ１Ｎｌ外，其他７个片段均来自

猪源病毒株

Ｈ３Ｎ２。自此以后，这一四源重配的Ｈ１Ｎ２猪流感病

最高为～ｓ、ｖｉｎｅ，ｎｌｉＩｌｏｉｓ／ｌｏ００８４／０１（Ｈ１Ｎ２）【同源性
９６％】；『川源性最高的主要为美国ＨｌＮ２和Ｈ３Ｎ２猪源和

毒、古典Ｈ１Ｎ１猪流感病毒以及三源重配的Ｈ３Ｎ２猪

少量禽源病毒株

流感病毒在美国同时流行ｎ引。
在２００９年这次人感染猪流感病毒的疫情
中，２例美国加利福尼亚儿童感染新型甲型

毒

ＨｌＮｌ病例中，经过基因组测序后发现，这两株
病毒的ＮＡ和Ｍ基因与欧亚株系的猪流感病毒
北美猪流感病毒

相似，而包括ＨＡ在内的其他６个基因均与
１９９９年以后美国流行的猪流感病毒相似陋】。
据此推理，对本次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的溯源，
我们认为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即本次流行的流
感病毒很可能是由四源重配的猪流感病毒
Ｈ１Ｎ２与欧亚系的猪流感病毒ＨｌＮｌ再次重配

禽流感病毒

的结果，其ＮＡ与Ｍ基因来源于ＨｌＮｌ，而其他
６个片段来源于ＨｌＮ２猪流感病毒（图４）。
猪是人源、禽源和猪源流感病毒的惟一共

系猪流感病毒

同易感宿主，它在“禽一猪一人”的种间传播链中，
起到了流感病毒中间宿主及多重宿主的作用，
在人和动物流感的病原学、生态学及流行病学

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本次墨西
哥等地流行的新型甲型（ＨｌＮｌ）流感病毒，就是
流感病毒

由猪群基因重配进化而起源的。因此，加强对
猪流感的研究，关注猪群中流感病毒的基因重
组、重配，分析不同来源猪流感病毒与人、禽流

碱
图２新型甲型ＨｌＮｌ流感病毒ＨＡ基因进化分析

感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对人类流感病毒
的变异与流感流行趋势的预测以及开展相应的

预防控制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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