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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１ ９９８年Ｈ３Ｎ２流感流行的溯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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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１９９８年浙江省的Ｈ３Ｎ２流感流行进行溯源研究。方法采用ＲＴ－ＰｃＲ扩
增浙江省１９９８年３株Ｈ３Ｎ２流感流行代表株的全基因组序列，并与Ｇｅｒｄ３ａｎｋ上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世
界其他地区Ｈ３Ｎ２流感流行株进行比较；同时，采用交叉血凝抑制实验，计算各毒株问的抗原
比。结果ＨＡ基因进化树表明，１９９８年浙江省Ｈ３Ｎ２优势流行株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１／９８、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１８／９８与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世界各地以及１９９７年我国大陆的Ｈ３Ｎ２流行株间存在显著差异，在进化树
上虽与Ａ／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同属一簇，但和美国纽约以及中国香港１９９７年后期流行株更为接近。在

ＨＡｌ、ＮＡ和ＭＰ基凶上，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８／９８与香港１９９７年后期流行株同源性最高，而在ＰＡ、ＨＡ和
ＮＳ基因上，与纽约流行株的遗传距离也小于Ａ／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Ｉ ８／９８与香港或纽约株在
ＨＡｌ区仅存在ｌ～３个位点的氨基酸残基不同，而与Ａ／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存在７个位点的氨基酸残基差
异，其中３个位点于抗原决定簇区。各毒株问的交叉ＩＩ｝Ｌ凝抑制实验表明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８／９８与Ａ／
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的抗原比已达２．０，提示二者在抗原性上存在一定差异。此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Ｈ３Ｎ２各
地流感流行的起始时间序列，也显示了该次流感传播的可能途径。结论浙江省１９９８年Ｈ３Ｎ２
流感的流行很可能是由１９９７年底Ｈ３Ｎ２新型流感变异株经纽约和香港输入中国大陆所导致。
【关键词】Ｈ３Ｎ２流感病毒；遗传距离；抗原比；溯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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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已对全球经济和公共卫生构成了严重的威
结

胁’１］。每次流感大流行都是因流感病毒变异所形成

果

的新型毒株从某一地区向世界范嗣内传播扩散的结

Ｉ．流行株ＨＡ基因系统进化树分析：对浙江省

果。１９９８年由Ｈ３Ｎ２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流行是近

１９９８年流感流行代表株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０／９８，Ａ／

二十年来在浙江省及我国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流感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 １／９８和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８／９８血凝素基因的

行。引起该次流行的流感究竟来源何地，是由本地

ＨＡｌ区进行序列测定，并与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全球各地

流行株的抗原变异造成还是南其他国家或地区输入

Ｈ３Ｎ２流感流行株的ＨＡｌ区序列构建系统进化树，

所导致，尚不清楚。为此，本研究对浙江省１９９８年

见图１。

流感流行期间保存的Ｈ３Ｎ２流感代表株，进行了抗

在ＨＡｌ区的系统进化树上，１９９８年浙江省流感

原性与全基因组序列分析，并与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全球
各地Ｈ３Ｎ２流感流行株以及当时的流感流行资料进

优势流行株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ｌ １／９８和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ｌ ８／９８与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世界各地流行株、１９９７年我国大陆流

行比较与分析，从抗原性与分子水平对１９９８年浙江

行株，以及Ⅳｗｕｈａｎ／３５９／９５位于不同分支，存在显

省的Ｈ３Ｎ２流感流行进行溯源。

著差异；由图１可以看出，两优势株与香港１９９７年后
期流行株Ａ／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ＵＨＫ４１５０７／１９９７等最为接

材料与方法

近，与纽约１９９７年流行株也位于同一簇，但与～

１．材料：流感病毒代表株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０／９８，Ａ／

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间存在一定距离。非优势株～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１／９８以及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８／９８为１９９８年浙江
省Ｈ３Ｎ２流感流行期间本实验室从患者含漱液样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０／９８与Ａ／Ｗｕｈａｎ／３５９／９５位于同一分支。

中分离得到，并经过血凝抑制实验证实陋］。

香港、纽约１９９７年流行株，Ａ／Ｗｕｈａｎ／３５９／９５和～

２．流行株基因组８个片段遗传距离分析：选择

２．方法：

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株，以及浙江非优势株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０／

（１）病毒ＲＮＡ提取：采用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
ＲＮｅａｓｙ Ｍｉｎｉ试剂盒，按试剂盒说明书对细胞阳性分

９８，分别与１９９８年浙江优势株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８／９８进

离物提取病毒ＲＮＡ。

ＨＡｌ和ＮＳ基因上，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８／９８与纽约的遗传

行基因组８个片段的遗传距离分析，见表１。在ＰＡ、

（２）病毒基因组全序列的扩增：采用日本

距离均小于Ａ／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在ＨＡｌ、ＮＡ和ＭＰ基因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一步法ＲＴ－ＰＣＲ试剂盒对病毒株８个基

上，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８／９８与Ａ／Ｈｏｎｇ

因组片段进行ＲＴ－ＰＣＲ扩增，扩增引物及方法见参

１９９７遗传距离最小，分别为０．００３、０．００４和０

Ｋｏｎｇ／ＣＵＨＫ４１５０７／

考文献［３］。

－１：名ｏｎｇ

物由南京金思特生物技术公司进行序

Ａ／

ｇｎｏＨ９１／７０５４ＫｔＩＵＣ／ｇｎｏＫｏｎｇ／ＣＵＨＫ４１４５９／１９９７７
Ａ／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ＵＨＫ４１ １ １４／１９９７

列测定，获得的序列采用ＤＮＡＭＡＮ生

——一Ｌ删ＩＣ／５２／９８
８９／１２１／ＣＩＮＣ／Ａｇ 晰８９ ｌＩｚｌ，ｑ
ｌ
１．－Ａ／ＣＮＩＣ／１２５／９８

基酸残基推导以及同源性比对采用

Ａ／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ＵＨＫ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Ｅｄｉｔｏｒ

Ａ／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ＵＨＫ４１２２２／１９９７
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５ １ ５／１ ９９７
—

——Ａ／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

Ｉｌ厂＝Ａ／Ｔｉａｎｊｉｎ／５Ｉ

１／９７

Ｉ中国大陆１９９７年流行株
。ｏ目＾刖ｍ。十们Ｌ‘ｌＪ仆

Ｌ１厂————（圳ｏｎｇ
Ｌ＿—————＿１广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６０８／１９９６
ｌ

Ｌ。

ｇｎｏＨ／Ａ７９门ｌ２６４ＫＨＵＣ／ｇｎｏＫｏｎｇ／ＣＵＨＫ２００ ｌ ０／１９９７

Ｌ一广————一Ａ／Ｐａｒｉｓ／９０６／９７

１厂（筋勰艿，ｇ，／侉１０，／９８

制实验测定各免疫ｌｆＩＬ清对上述毒株的血

与免疫血清由ＷＨＯ提供。

ＷＨＯ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Ｈ３Ｎ２疫苗推荐株

｜｜ｌ－－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７／１９９７

疫鸡制备得到，采用常量法交叉血凝抑

株ＡｆＷｕｈａｎ／３５９／９５、Ａ／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毒株

ｌ

一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５４５／１９９７

其他地区Ｈ３Ｎ２流行株序列从ＧｅｎＢａｎｋ

凝抑制抗体，计算抗原比“】。Ｈ３Ｎ２代表

ＮｅｗＹｏｒｋ／５２２ｔ１９９７
／Ａ株行流期后年７９９ｊ约纽Ｊｌ……’…………”

－－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５０５／１９９７

距离分析由Ｍｅｇａ３．１软件进行。全球

（４）抗原性分析：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０／９８和
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 １／９８免疫血清按常规方法免

０５３７／１９９８

Ａ／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ＵＨＫｌ０９５８／１９９８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进行，系统树的构建以及遗传

下载。

ｌ香港１９９一／年后期流行优势株
ｌ骨礓Ｉ，，平，口圳孤１］仉狞怀

－－－—－－—－。＿＿＿＿＿＿＿＿＿＿＿＿——Ａ／Ｎａｇａｓａｋｉ／７６／９８
－Ｊ Ａ／ＣＮｌＣ／３／９８

物学软件拼接，并进行全序列比对；氨
ＢｉｏＥｄｉｔ

’’…
ｌ浙江省１９９８年流行优势株

Ｌ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１８／９８

．广一Ａ／ｚｈｃｊｉａｎ∥ｌｌ／９８

（３）序列测定与数据分析：扩增产

Ｈ

ｌ香港１９９７年早期流行株
ｌ。……。７”“…’

ｗＨ㈣尝写舅粹勰！始囊鞣

］广————一Ａ√ｓｗｉｎｅ，ｏｎｔ撕ｏ，００１３０／９７
１广—一Ａ／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６６／９７

Ｌ————１广———一Ａ，Ｎａ球ｌ鞠ｋｊ／４８／９５
一Ａ，ＮｅＭＸｏ删６０９／１９９５

ｏ．００２‘—＿１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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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Ｂａｎｋ上１９９７年香港流行株仅有ＨＡ、ＮＡ和ＭＰ

表３浙江省１９９８年Ｈ３Ｎ２流感流行株与疫苗株的

抗原性比较

基因序列）。

抗体滴度（１：）

表１浙江省１９９８年流感流行株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８／９８
与其他地区毒株各基因片段的遗传距离比较
摹因Ａ／Ｗｕｈａｔｆｆ Ａ／Ｓｙｄｎｅｙ／Ａ／Ｎｅｗ Ｙ０村Ａ／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片段

３５９／９５

５／９７

５４５／９７

４１５０７／１９９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ｌ

ＰＢｌ

—

Ｏ．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ＰＡ

一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ＮＰ

Ａ／Ｗｕｈａｎ／Ａ／Ｓｙｄｎｅｙ／Ａ／Ｚｈｑｉａｎ∥Ａ／Ｚｈｏｉａｎ∥
３５９／９５

５／９７

１０／９８

１８／９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一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一

一

０．０２３

抗原

１０／９８

ＰＢ２

ＨＡｌ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４

ＮＡ

Ｏ．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ＭＰ

Ｏ．Ｏ”

Ｏ．００ｌ

Ｏ舯ｌ

０

Ｏ．０１７

ＮＳ

一

０．００５

Ｏ．００４

一

Ｏ．００６

注：Ａ／Ｈａｗａｉｉ／０５／９７与Ａ／Ｃａｎａｄａ／１ １／９７血凝抑制抗体滴度参见文
献［５］

月美国即出现２例Ｈ３Ｎ２流感哺】，至１２月初２７个州

３．流行株ＨＡｌ区氨摹酸残基变异分析：以～

都报告出现流感样病例，且实验室确诊９７％为

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为参考株，分析香港、纽约１９９７年流行株

Ｈ３Ｎ２型流感¨１，１９９８年１月中旬至２月初，该次流感

（Ａ／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ＵＨＫ４１５０７／１９９７、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５４５／

流行达到高峰旧ｊ。我国香港在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出现

９７），以及浙江优势流行株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８／９８在ＨＡｌ

Ｈ３Ｎ２流感病例，并逐渐增加，其后持续流行归１；广州

区域的氨基酸残基变异，见表２。与Ａ／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比

流感流行稍晚于香港，起始于１９９８年１月，高峰出现

较，选择的３株流行株在ＨＡｌ区域共存在７个位点的

在３—４月¨刚；而浙江省１９９８年流感起始于２月，３—

氨基酸残基变异。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８／９８与Ａ／Ｈｏｎｇ

４月病例急剧增加并达到高峰，见表４。

Ｋｏｎｇ／４１５０７／１９９７仅存在第３ｌ位上的氨基酸残基差

表４中国与美国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流感流行起始时间

异（非抗原决定簇），与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５４５／９７存在３个

位点的差异（其中仅１个位于抗原决定簇），而与～
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存在７个位点的氨基酸残基差异，其中４
个（第１３７、１４２、１９４和２２６位）位于抗原决定簇上。
表２浙江省１ ９９８年流感流行株与其他地区毒株
ＨＡｌ区的氨基酸残基差异

讨

论

１９９８年我国大陆发生了大范围的Ｈ３Ｎ２流感
流行。据报道，１９９８年３—４月，我国南方许多城市
出现了流感流行，而北方城市也在１ｌ—１２月出现
４．不同毒株间的抗原性比较：浙江省流行株

流感流行高峰，仅北京市当时流感发病人数就达

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 ０／９８、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 ８／９８与疫苗株刖

１００万以上，人群总发病率为１０．０ｌ％，医院门诊患

Ｗｕｈａｎ／３５９／９５和Ａ／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的抗原性比较结果

者中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的人数较普通年份增长

见表３。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０／９８与Ａ／Ｗｕｈａｎ／３５９／９５为同一

了３～４倍０１１’１２１。

类毒株，抗原比为０．７，而与Ａ／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抗原比为

浙江省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也出现全省范围内的流

２２．６；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８／９８与Ａ／Ｗｕｈａｎ／３５９／９５和Ａ／Ｓｙｄｎｅｙ／
５／９７抗原比分别为４５．３和２．０。Ａ／Ｈａｗａｉｉ和Ａ／Ｃａｎａｄａ

感流行。本研究组在该次流行期间分离到两类

为北美Ｈ３Ｎ２代表株，由于缺少资料，无法计算抗原

（ｍａｄｉｎ ｄａｒｂｙ ｃａｎｉｎｅ ｋｉｄｎｅｙ，ＭＤＣＫ）上分离得到Ｏ

比，但根据两毒株对Ａ／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的血凝抑制实验

相毒株，以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１／９８、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８／９８及～

抗体水平可以看出，１９９７年北美Ｈ３Ｎ２流感流行株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６／９９等为代表，占分离株的９０％以上，为优

抗原性与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８／９８相似。

势流行株；另一类以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０／９８为代表的Ｄ相

５．中国及美国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Ｈ３Ｎ２流感流行起
始时间：据ＷＨＯ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周报资料，１９９７年９

Ｈ３Ｎ２流感病毒株，一类是只能从犬肾传代细胞

毒株，该类毒株在ＭＤＣＫ细胞或鸡胚中均能增殖，
但所占比例很小，属于非优势流行株¨“。

！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２月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７·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本研究对１ ９９８年浙江省分离到的Ｈ３Ｎ２流感病

本研究通过对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１／９８和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毒代表株，进行全基因组８个片段的序列分析，结果

１８／９８的分子溯源，分析了引起浙江省１９９８年流感

表明优势流行株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１／９８、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８／９８
与纽约和香港１９９７年后期流行株最为接近，但与～

大流行的病毒来源与传播路径。上述结果表明，随
着国际间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新型流感毒株输入

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仍有一定距离；该类毒株１９９８年后在全

我国并引起暴发与流行的可能性增大，我们在对本

球各地持续流行，但１ ９９７年前全球无类似流行株传

地流行株进行变异监测的同时，也应密切关注世界

播。为了进一步分析浙江省流行株的来源，我们对

上其他地区流感的流行和变异状况，从而进一步完

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 ８／９８、Ａ／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以及香港和纽约

善我国流感的监测和预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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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新变种必须在其ＨＡｌ区要有大于４个以上的

２００６．１９（２）：１８０－１８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氨摹酸残基发生变化，且这些变化还必须涉及２～３

范字红，戚风春，惠琦，等．近年来流感病毒抗原性变异的比较．
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９（２）：１８０一１８１．

个抗原决定簇‘１４］ｏ根据ＨＡｌ区的氨基酸残基序列

【５

凝抑制实验对各毒株间抗原性分析结果也表明，优
势流行株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ｌ ８／９８虽为Ａ／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类似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ＤＣ）．Ｕｐｄ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ｌｒ—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ｓｅａｓｏｎ．ＭＭＷ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表２），从悉尼一纽约。香港叶中国大陆，流行株呈
现氨基酸残基变异逐渐增加的趋势。此外，交叉血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１９９８．４７（１０）：１９６－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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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但两者在抗原性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抗原比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８８ ａｎｄ １９９８．Ｓｔｒａｉｔ Ｊ

２．０），这与本研究基因分析结果以及段佩若等ｎ５１的

黄平，陈伟师，倪汉忠，等．广东省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流感流行与监
测分析．海峡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１，７（２）：１５一１７．

报道相符。
Ａ／Ｓｙｄｎｅｙ／５／９７（Ｈ３Ｎ２）流感流行株为１９９７年８
月澳大利亚首次鉴定，由于该类毒株与以往的流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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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因与抗原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使人群普遍缺乏

石下茹，唐耀武，贺雄，等．北京ｆ仃自然人群流行性感冒的流行
病学调查．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０，１６（２）：１４９—１５０．

相应的抗体，从而引起全球其他地区的流行¨引。根
据ＷＨＯ周报报道，１９９７年９月美国已出现Ｈ３Ｎ２流

Ｍｅｄ。２００１，７（２）：１５一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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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３，２４（１）：１５—１ 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感病例，１２月初出现大规模流行，而香港于１９９７年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ｉ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１２月末出现Ｈ３Ｎ２流感病例的增加。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

卢亦愚，严菊英，周敏，等．浙汀省与Ｆｔ本Ａ３型流行性感冒病毒
株的血凝特性及ＨＡｌ序列比朝艺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４

上的资料，与浙江省１９９８年Ｈ３Ｎ２优势流行株性状
接近的纽约流行株分离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底至１２月，
香港流行株分离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３－－２９日，而浙江

（１）：１５－１８．

［１４］Ｂｕｓｈ ＲＭ，ＢｅｎｄｅｒＣＡ。ＳｕｂｂａｒａｏＫ，ｅｅ ａ１．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ｈｕｍ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丸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９，２８６：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１５ Ｊ Ｄｕａｎ ＰＲ，Ｈａｎ ＨＹ，Ｚｈａｎｇ ＲＨ，ｅｅ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ａｌ，ｒｓｉｓ

省流感高发于１９９８年３月。

根据基因分析结果，尤其是ＨＡｌ区氨基酸残基

悉尼＿纽约．＋香港叶中国大陆，从而引起浙江省
１９９８年初流感的大范围流行。早期Ｊｕｌｉａｎ等也曾提
出，１９９７年香港Ｈ３Ｎ２流感有可能由纽约传人ｎ７１，本
研究结果对此做了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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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佩若，韩洪彦，张容惠．等．北京流感暴发流行前后流行株的
分离和抗原性分析．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１，１９（１）：１９—２２．

的变异分析，结合各地流感的起始与高发的时间序
列，我们认为该次Ｈ３Ｎ２流感的传播路径很可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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