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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是我国流行病学工作者交流学术观点、了解学科

展工作的情况，通报和反馈多种信息，促进和加强了

前沿动态的平台。虽然流行病学分会和该杂志编委

分会的组织管理工作。

会分属于中华预防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但编委会

六、结束语

成员大部分为流行病学分会委员，故积极支持杂志

正所谓“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

编辑出版工作，不断提高刊物质量是一贯宗旨。

则无不成也”。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全体

３．编辑出版流行病学分会《通讯》：为了更好地

成员愿同心协力，励精图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交流开展学术活动情况和及时传达中华预防医学会

在中华预防医学会的领导下，在全国流行病学界同

的各项文件、指示，自１９９７年起定期编辑印发流行

仁的支持下，把分会办成全国同仁之家，在活跃学术

病学分会《通讯》，目前已出版１８期。该《通讯》开始

气氛，推动学科发展，加强专业队伍能力建设等方面

时只限发给本学会委员，现在已发至一些省市预防

发挥更大作用。
（收稿Ｈ期：２０１１－０２一１５）

医学会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扩大了发送单位范

（本文编辑：张林东）

围。《通讯》让全体委员和有关单位及时了解分会开

流感监测的发展历史及思考
舒跃龙
【关键词】

流行性感冒；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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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监测是第一个实施全球监测的传染病，这

疫苗无法对新的病毒提供有效保护，从而需要及时

是由流感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流感具有三个典型特

更换流感疫苗生产用疫苗株。而更换疫苗株的基础

点：一是流感病毒传染性和传播力非常强，一个新

就是通过全球的流感监测提供足够的病原学和流行

的流感病毒从出现到传遍全球，时间往往不会超过

病学数据，能够在疫苗生产之前预测到与下一个流

半年。二是流感病毒为分节段的ＲＮＡ病毒，没有纠

感流行季节流行病毒相一致的疫苗株，才能充分发

错功能，并且容易发生重配，这样流感病毒就很容易

挥流感疫苗的保护作用。基于这一目的，世界卫生

变异；流感病毒的变异分为两种…：一种是流感病毒

组织（ＷＨＯ）在每年的２月公布北半球国家流感疫

血凝素和神经氨酸酶表面抗原在人群免疫压力下发

苗株，９月公布南半球国家流感疫苗株，用于指导各

生抗原漂移（ａｎｔｉｇｅｎｉｃ ｄｒｉｆｔ）；一种是新的亚型出现

个国家的流感疫苗生产和接种。

时易发生抗原转变（ａｎｔｉｇｅｎｉｃ ｓｈｉｆｔ）。三是流感的流

一、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及其发展历史

行往往具有季节性，温带地区流感的活动高峰为每

全球流感监测已经历了超过６０年的历史，事情

年的秋冬季，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往往全年均有流

起源于１９４７年英国科学家发现当年接种的流感疫

感的活动，并且往往还会出现夏季和秋冬季两个流

苗不能对接种者提供保护，其中的原因就是１９４７年

行高峰乜】，但流感大流行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无

流行的甲型ＨＩＮｌ流感病毒抗原性已经发生了很大

论是抗原漂移还是抗原转变，均会导致接种的流感

改变，不同于疫苗株。因此科学家建议应该建立一
个全球的流感监测网络来应对流感病毒的变异。

ＤＯｈ １

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 １．０４．００３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国家流感中心世界卫生组织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病毒基因工

１９４８年４月７日ＷＨＯ成立以后，在其协调下，同年有
３８个国家参与，成立全球流感中心及区域分中心；并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且在１９４９年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公布了流

通信作者ｔ舒跃龙，Ｅｍａｉｌ：ｙｓ：ｈｕ＠ｖｉｐ．ｓｉｎａ．咖

感病毒的分离结果，同时建议将分离的病毒作为流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４月第３２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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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疫苗株。１９５０年第三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批准流

感病毒药物包括烷胺类药物和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类

感监测项目及其预算，成立了流感专家委员会。

药物的使用，对每种抗病毒药物耐药性的监测对于

１９５１年ＷＨＯ制定了成立国家流感中心的相关程序，

指导临床用药十分重要，因此耐药性监测就成了全

并且不再使用区域流感分中心。全球流感监测网络

球流感监测网络的又一职责。为了确保各国家流感

就是以国家流感中心作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目前

中心的工作质量，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还负责

的全球流感监测网络主要包括各国家流感中心、全

提供相关的检测试剂以及必要的技术培训。

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以及与疫苗生产和质量

二、中国流感监测网络及其发展历史

控制的技术实验室；２００４年全球Ｈ５Ｎ１禽流感疫情发

１９５２年我国内地开始流感病毒研究，中国医学

生以后，ＷＨＯ任命了１２个Ｈ５Ｎ１禽流感参比实验

科学院病毒系流感室成立于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７年２月，

室，主要负责对禽流感疫情的实验室确诊工作。各

亚洲流感（甲型Ｈ２Ｎ２亚型）首发于我国贵州省Ｈ］，在

个国家流感中心负责流感病毒的分离鉴定、流行病

８个月时间内席卷全球，至少夺走１００万人的生命；

学信息的收集以及将分离的流感病毒送往各全球流

为此，我国政府于当年决定成立国家流感中心

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全球流

（Ｃｈｉｎｅｓｅ

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主要对分离自全球的流感毒

年，国家流感中心编写发行了《流行性感冒手册》，用

株进行抗原性等方面的深入分析，结合流行病学信

于指导全国流感防控和研究工作。１９７７年国家流

息，提出流感疫苗株推荐意见。疫苗生产和质量控

感中心率先在中国大陆开展流感病毒生态学研究，

制技术实验室主要负责流感疫苗毒株及疫苗生产和

１９７７年加入ＷＨＯ全球流感监测网络（ＧＩＳＮ）。

质控相关试剂的制备，并且提供给各个疫苗生产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Ｃｅｎｔｅｒ，ＣＮＩＣ）。１９５８

在过去的５０多年中，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在朱既

家。经过６０余年的发展，目前全球流感监测网络组

明、郭元吉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不断努力下，在流感生

成包括１３６个国家和地区国家流感中心、５个流感参

态学、病原学、疫情处理以及疫苗研究等诸多方面均

比和研究合作中心、１个动物流感生态学研究合作中

做出了卓越贡献，有很多科研成果是国际第一，例如

心以及３个疫苗生产和质量控制技术实验室ｂ】。５个

１９８１年，发现了猪也是Ｃ型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纠

流感合作中心分别位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正了长期以来认为人是Ｃ型流感病毒惟一宿主的错

（ｕｓｃＤｃ）、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ＮＩＭＲ）、日本国立

误认识ｂ】。１９８９年，发现禽Ｈ３Ｎ８亚型流感病毒能突

传染病研究所（ＮＩＩ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传染病

破宿主屏障，在马群中引起流感流行并造成死亡哺１。

参比实验室（ＶＩＤＩ也）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在国际上首次报道禽Ｈ９Ｎ２亚型

（ＣｈｉｎａＣＤ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动物流感生态学

流感病毒能直接感染人并引起发病。更为重要的是

研究合作中心位于美国孟菲斯Ｓｔ．Ｊｕｄｅ儿童医院。３

从１９８８年开始，通过中国的流感监测，为全球提供

个疫苗生产和质量控制的技术实验室分别为美国食

了超过５０％的流感疫苗株，为全球的流感防控做出

品药品管理局（ＦＤＡ）、英国生物制品标准化和控制

了重要贡献。１９８８年开始，为提高国际地位及流感

研究所（ＮＩＢＳＣ）以及澳大利亚的治疗产品管理局

监测和研究水平，我国国家流感中心与ＵＳＣＤＣ合

（ＴＧＡ）。中国国家流感中心通过多年的努力，在

作开展流感监测研究项目，建立了流感病毒分子生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被ＷＨＯ正式任命为第５个全球流感参

物学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流感病毒的监测和研究中，

比和研究合作中心，充分体现了中国流感监测网络

从而使我国国家流感中心的技术由一般生物学水平

的发展和能力的提高。

提升到分子生物学水平，并逐步迈向国际先进行

全球流感监测网络主要职责就是推荐流感疫苗

列。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卫生部与ｗＨＯ合作开展了

株，１９７３年ＷＨＯ开始推荐流感疫苗株，１９８６年

两个为期５年的流感监测合作项目，建立了以流感

ＷＨＯ决定每年推荐用于疫苗厂家生产的流感疫苗

样病例报告和病毒分离为主的流感监测网络，全面

株，１９９９年开始推荐南半球流感疫苗株，从而形成

提高了中国流感监测的整体能力；同时流感监测网

了目前每年两次疫苗株推荐的工作机制。但是自从

络实验室的设备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专业人员的流

１９５７年发生由甲型Ｈ２Ｎ２流感病毒所导致的流感大

行病学和病原学监测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为我国流

流行以后，持续监测可能会导致流感大流行毒株的

感监测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２００３年以来，

发现；持续评估各种新型流感病毒的流行风险是全

受ＳＡＲＳ和禽流感疫情的影响，特别是２００９年甲型

球流感监测网络的另一大主要职责。后来随着抗流

Ｈ１Ｎ１流感的防控工作，使得国际社会和我国各级

政府对流感和禽流感防治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国家

感监测数据，并完成标本采集和运送任务。

流感中心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作人员从

全国流感监测网络的建设使得我国所有的地市

以前的不到ｌＯ入扩大到６０人，实验条件和设备基本

级（包括部分县级）疾控部门具有了流感病毒病原学

达到国际水平，不但全面提升了流感监测质量，也将

检测能力，包括病毒分离、核酸检测以及血清学检测

研究范围扩展到新检测技术的建立、疫苗、药物和发

能力，同时具备疫情调查处理能力。这些能力的建

病机制研究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设不仅仅是对流感监测工作有用，更为重要地可以

与此同时，全国流感监测网络也得到了快速发

为各地直接开展其他病毒特别是呼吸道病毒的监测

展，从最初２０００年的８家网络实验室和３１家流感监

提供技术平台和技术人员队伍，也将会为今后的新

测哨点医院，在２００５年扩大到６３家网络实验室和

发传染病的监测和预警提供技术支持。

１９７家哨点医院，２００９年流感大流行发生后，监测网

监测的目的是为了疾病的预防控制，接种流感疫

络进一步扩大到所有的地市级；目前该网络有４ｌｌ

苗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手段，可以显著降低受种者罹

家流感网络实验室和５５６家哨点医院。监测网络扩

患流感及流感相关并发症的风险。目前我国流感疫

大之后通过政府的支持和各级疾控部门的培训，目

苗接种率极低，每年仅为２％～３％，这同发达国家

前９８％以上的哨点医院可以及时上报流行病学监测

３０％以上的接种率相差甚远。在流感疫苗生产方面，

信息，９５％以上的网络实验室可以开展病毒的核酸

我国有超过１０家的疫苗生产企业，但其规模远远小

检测，５０％以上的实验室可以开展病毒分离工作。

于国外流感疫苗企业。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流感

三、中国流感监测网络的发展及思考

疫苗生产所需要的疫苗株及其相关试剂完全依赖国

中国流感监测的目的主要包括：①及时掌握流

外研究机构。因此一方面要积极组织开展宣传教育

感在中国的活动和流行情况；（蓼对流感病毒的变异

活动，提高公众对流感危害及疫苗作用的认识，逐步

进行监测，为流感疫苗株和流行代表株的选择提供

提高高危人群的疫苗覆盖率，特别是那些患流感后引

科学依据；③通过耐药性监测为临床用药提供科学

起并发症风险较高的人群，以及有较大机会将流感病

依据；④对可能具有流感大流行风险的病毒进行监

毒传播给高危人群的人员。另一方面通过提高疫苗

测，及时发出预警；⑤为流感的疾病负担等方面研究

接种率，来推动我国流感疫苗生产能力的建设，更为

提供数据。能否达到以上目的，流感监测数据的质

重要的是要尽快建立我国流感疫苗株推荐和制备技

量是关键，因此只有不断进行培训、考核和评估，才

术平台，以为将来的流感大流行应对中不受制于人，

会整体提升全国流感监测的水平。２０１０年９月我国

提高我国的流感和流感大流行应对能力。

卫生部下发了“全国流感监测方案（２０１０年版）”，提

流感的防控乃非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使命，需

出今后５年全国流感监测网络的整体发展目标和思

要全球的努力和合作。中国国家流感中心愿与

路，国家流感中心在成为ＷＨＯ全球流感参比和研

ＷＨＯ全球流感监测网络的全体同仁一道，为全球流

究合作中心以后，要积极发挥在全球流感监测网络

感监测贡献力量。同时也坚信中国的流感监测一定

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逐步具备我

会为中国和全球的流感防控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流感疫苗毒株的预测和推荐能力，同时负责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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