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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感
专题

前言
流感（influenza）是一种人体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主要由甲型流感病毒

（influenza A virus）和乙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B virus）引起。流感可分为

季节性流感（seasonal epidemic）和散发性流感（sporadic pandemic）。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流感疫情大约会使10亿人感染，其中有300~500万
人的病情比较严重，约30~50万人会因病死亡。流感疫情的严重程度受多种

因素的影响，比如病毒毒株的毒力（virulence）和人体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

（immunity）等。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流感疫情，全

世界超过4000万人在此次疫情中丧生。每年相关机构都会根据当年流行的流

感病毒株来生产相应的流感疫苗（influenza vaccine），这是因为流感病毒

常常会变异，出现所谓的抗原漂移（antigenic drift）现象。但是，目前疫苗

的保护效力还不够理想，尤其在流感疫苗和同期流行毒株之间发生抗原错配

（antigenic mismatch）的时候，保护力就会变得更差。尽管人们已经针对

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neuraminidase）开发出抗流感病毒药物，可用于疾病

的预防和治疗，但是这些药物的使用还十分有限。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

新的抗流感方法，比如通用型流感疫苗（universal influenza virus vaccine）
等，但这些疫苗的保护效力，还需要我们开展临床试验进行检验。

编者注：截止2020年3月12日，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SARS-CoV-2，简称新冠

病毒）疫情已蔓延到全球114个国家/地区。2月下旬以来，国外累计确诊和死亡人数激增，

病毒的全球传播已成现实。在未来，新冠肺炎是否会像流感一样反复爆发，是人们十分关

注的问题。本期生命奥秘以流感为专题，希望通过分析流感的致病机理，为应对新冠病毒

疫情提供一点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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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是一种人体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主

要由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引起。此

外，人们还发现了C型和D型流感病毒。流感

病毒感染人体后，可引起各种各样的症状，可

以仅引起较轻的上感样症状，比如发烧、咽

痛、流涕、咳嗽、头痛、肌肉痛和乏力，也可

以引起非常严重的症状，甚至是致命的肺炎，

还可以引起下呼吸道的继发性细菌感染。流感

病毒感染还会引起各种非呼吸道的并发症，涉

及心脏、中枢神经系统，以及其他器官。动物

来源的（zoonotic origin）甲型流感病毒还可

以引起无法预测的全球大流感疫情。现在全球

差不多每隔10~50年，就会爆发一次流感大疫

情（pandemic influenza），这主要是因为又

出现了新的甲型流感病毒，其抗原发生了非常

显著的变化，与之前流行的毒株完全不同，因

此，人们对这些新病毒完全没有免疫力，这会

使病毒感染之后的病情加重，且使病死率上

升。

所有的流感病毒的基因组都是由多条

单股的负链RNA组成的。甲型流感病毒和乙

型流感病毒的基因组都含有8条RNA链，这

些RNA能够编码RNA聚合酶亚单位（RNA 
polymerase subunit）和病毒糖蛋白（viral 
glycoprotein）。病毒糖蛋白包括血凝素蛋白

（haemagglutinin, HA），该蛋白有明显的球

形“头部”和“茎部”结构，与病毒的侵入有

关；还包括与病毒颗粒释放有关的神经氨酸酶

蛋白（neuraminidase, NA），以及病毒核蛋

白（nucleoprotein, NP）、基质蛋白（matrix 
protein, M1）和膜蛋白（membrane protein, 
M2）、非结构蛋白NS1，以及核转运蛋白

NEP等（图1）。HA和NA病毒蛋白都是最容

易发生变异的蛋白，甲型流感病毒可以根据这

两种蛋白的不同，分为不同的亚型。这两种病

毒蛋白都位于病毒颗粒的外表面，即人体保护

性抗体（被病毒感染之后或接种疫苗之后产生

的）结合的主要靶点。每一种流感病毒都根据

种、属、宿主、分离地点、数量和年份进行命

名（背景知识1）。C型和D型流感病毒的基因

组由7条RNA链组成，似乎对人体无明显致病

性。不过，C型流感病毒感染也会引起流感样

症状，甚至需要入院治疗，这种情况在儿童群

体中更为明显。

流感病毒基因组这种“断裂式”的特点，

使它们极易发生重排（reassortment），即当

两种同类的流感病毒（例如都是甲型或都是

乙型流感病毒）感染了同一个细胞，它们就

会在细胞内相互交换RNA片段，发生重排。

甲型流感病毒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仅能

感染人类，还能感染猪、马和家禽等家养的

动物，以及超过100种野生的迁徙鸟类，例如

鸭、鹅、天鹅、海鸥和涉水鸟等，这些野生的

水禽是甲型流感病毒的天然保存宿主。目前，

在所有禽类甲型流感病毒毒株（avian strain）
里，人们一共发现了16种抗原性不同的HA和

9种抗原性不同的NA，如果算上蝙蝠甲型流感

病毒（bat influenza A-like virus），则一共

有18种HA和11种NA。这些动物保存宿主为流

感病毒的基因重排提供了重要的场所，增加

了流感病毒的多样性，也是多次人类流感大

疫情的“发源地”，很多导致流感大疫情的

流感病毒的NA或HA都来自禽流感病毒。根据

HA分子的进化（phylogeny）基础，我们可

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但其中每一种HA分子茎

部的结构域（domain）在抗原性上都非常类

似。而乙型流感病毒和C型流感病毒则没有进

一步分出不同的亚型，而且这两种流感病毒

只能感染人类，目前还未发现它们存在动物

保存宿主。不过偶见在海豹体内发现乙型流

感病毒，在猪体内发现C型流感病毒的报道。

近年来，乙型流感病毒分化出两种不同的谱

系，即B/Victoria/2/1987样乙型流感病毒（B/
Victoria/2/1987-like）和B/Yamagata/16/1988
样乙型流感病毒（B/Yamagata /16 /1988 -
like），这两种病毒都在人群间传播，它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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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N1甲型流感病毒，以及H3N2甲型流感病毒

一起，是生产季节性流感疫苗的主要原料。C
型流感病毒感染人体只会引起比较轻微的症

状，甚至不会引起人体不适。D型流感病毒与

C型流感病毒差异很大，主要感染猪和牛。

2009年爆发了本世纪首次流感大疫情，

罪魁祸首就是原本仅在猪种群内传播的新型

H1N1甲型流感病毒。在疫情爆发之初，我们

还没有相应的疫苗来控制疫情。当时的抗病

毒药物金刚烷（adamantane）的作用靶点是

流感病毒的M2离子通道蛋白和NA蛋白，这

存在不少的限制，因为当时在人群间流行的

H1N1和H3N2甲型流感病毒，普遍都对M2抑
制剂类药物产生了耐药性。而就在那次疫情

之前，H1N1甲型流感病毒也都普遍对NA抑制

剂奥斯他韦（oseltamivir）产生了耐药性。有

趣的是，2009年疫情时流行的毒株是对金刚

烷耐药、对奥斯他韦敏感的H1N1甲型流感病

毒，而不是之前在2008~2009年间流行的、对

金刚烷敏感、对奥斯他韦耐药的H1N1甲型流

感病毒。不过，尽管我们发现，2009年流行的

H1N1甲型流感病毒毒株里携带了NAH275Y突

变（这预示着该病毒极有可能对奥斯他韦产生

耐药性），但是，对NA抑制剂的耐药问题，

并不是我们当今最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现如

今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对各个年龄层的人群，

保护效力都不太理想，特别是对于季节性流感

高危的老年人群，保护力更弱。目前，最重要

的问题还是要更好地了解流感病毒感染的生物

学机制，开发出更好、更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和

疫苗。

本文将讨论流感病毒的生物学特征、流感

病毒对人类和动物健康的影响，以及该如何降

低流感病毒对我们的危害。我们将重点介绍甲

型流感病毒，因为该病毒引起流感大爆发的能

力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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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颗粒图示。上图展示的是一个甲型流感病毒颗粒。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基因组都

由8条负链的RNA单链分子组成，外面包裹一层脂质包膜。这些病毒基因组编码的蛋白质虽然在抗原性上有

所不同，但是在功能上却都类似。最长的3条RNA链编码3个RNA依赖的RNA聚合酶亚基PB1、PB2和PA，用

来复制并合成病毒RNA。另外2条RNA链负责编码HA和NA分子。HA分子与病毒侵入细胞有关，而NA分子则

与病毒颗粒从细胞中释放有关。流感病毒的RNA链与第5条RNA链编码的病毒核蛋白NP结合。第6条和第8条

RNA链编码M1、M2、BM2（仅限于乙型流感病毒）和NS1、NEP蛋白。M1蛋白是病毒颗粒的结构蛋白，它

与NEP蛋白一起，负责病毒RNA在细胞内的运输。M2蛋白是病毒颗粒离子通道蛋白，与病毒的侵入和释放有

关。M2蛋白和HA、NA蛋白都位于病毒颗粒的表面。NS1蛋白是流感病毒的毒力因子，能抑制宿主的抗病毒

反应。流感病毒还能够表达其它一些辅助蛋白，例如PB1-F2蛋白和PA-x蛋白（仅限于甲型流感病毒），这些

蛋白也都有利于病毒逃避机体的先天免疫反应。其它一些辅助蛋白，例如NB蛋白（仅见于乙型流感病毒）的

功能目前还不清楚。NS1、NEP、PB1–F2和PA-x蛋白并不常规出现（或者含量很低）在病毒颗粒里。NB蛋

白是仅见于乙型流感病毒的表面蛋白。

聚合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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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NP

PB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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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行病学

1.1 人类流感

对人类而言，最大的疾病负担就是由甲型

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引起的季节性流感。

最容易受影响的是儿童，不过病情最严重的则

多见于婴幼儿和老年人。目前，在人群间传播

的，能够引起季节性流感的病毒主要是H1N1
和H3N2甲型流感病毒，而H2N2甲型流感病毒

则是在1957~1968年间在人群间传播的唯一毒

株。1918年以前，流行什么毒株，我们已经

无从知晓。1918年之后，除了季节性流感之

外，禽流感甲型流感病毒、猪流感甲型流感病

毒也引起了四次流感大疫情，这些流感病毒继

而成为后来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毒株（图2）。

在流感疫情爆发期间，流感病毒的传播速度非

常快，经过几波传播，就能从疫源地播散至全

世界。这主要是因为人体对这些病毒没有免疫

力，因此从另一个方面增强了病毒的毒力。对

季节性流感病毒在人群间的传播进行研究发

现，东南亚、东亚、热带地区是季节性流感疫

情的源头。其他一些研究则发现，地球上的多

个地区，可能是病毒迁移（virus migration）
的源头。不过，由于我们目前还缺少非洲、印

度和南美等地的数据，所以还无法对流感病毒

的全球流行情况有整体的了解。此外，我们在

诊断流感病情时，通常都不会对流感病毒进行

测序，而这些病毒序列信息恰恰才是我们了解

病毒进化和演进情况的关键数据。季节性流感

疫情往往多见于冬季，因为冬季的气温和空

气湿度都较低，有利于病毒的传播。每年有

两个流感季，在南北半球各出现一次。与温

区不同的是，哪怕同在热带地区，不同国家的

流感疫情也不太一样。最低温度（minimum 
temperature）、日照时间和最大降雨量等天

气因素似乎都是帮助我们预测流感季的有力因

素。此外，如果乙型流感病毒和甲型流感病毒

同时在人群间传播，则遵循相同的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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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流感疫情。近100年一共发生了4次大规模的流感疫情，其中发生于1918年的那次H1N1甲型流感疫情，是

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共造成全球4,000多万人死亡。1957年、1968年和2009年又分别爆发过一次流感疫情，

主要致病毒株分别是H2N2、H3N2和H1N1甲型流感病毒。1977年，H1N1甲型流感病毒也发生过一次流行，

不过并未引起较大规模的疫情，因为该病毒和1957年大流行的H2N2病毒比较相似。不过在2009年引起大爆

发的那次H1N1甲型流感病毒则有明显的变异，此后，该毒株成为了新的流行毒株。1918年和1957年的疫

情，以及H3N2季节性流感病毒都展示了甲型流感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情况。在全球大疫情中，箭头显示

了病毒的第一波和第二波传播。在季节性流感中，箭头显示了病毒在5年内的传播途径，从东亚和东南亚的几

个主要城市开始传播，不过这些城市之间的传播层次还不清楚。尽管乙型流感病毒也在伴随传播，但是上图

并未展示。

季节性流感

H1N1

H1N1

H3N2

H2N2H1N1

1918 1957 1968 20091977

?

首次爆发

二次疫源地

流感大疫情 第一波传播

第二波传播

传播结构

首次出现于1957年2月
在1957年 5月持续传播
在1957年 8月持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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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流感发病率

1.3 流感的致死率

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估

计，2010年至2017年间，在美国大约有920万
至3,560万人感染过流感病毒，住院治疗的患

者人数大约为14万至71万。全世界每年因为

季节性流感病毒而导致的严重病例，也达到了

300至500万。儿童似乎是流感病毒的主要传

播媒介，因为有研究发现，在儿童接种流感疫

苗之后，老年人严重感染流感病毒的发病率会

有所降低。在流感大疫情爆发时，由于人群对

新出现的流感病毒普遍缺乏免疫力，流感发病

率会上升。但是，严重程度则不太一样，这主

要取决于流感病毒本身。比如1918年爆发的

H1N1甲型流感病毒疫情，就是近100年来最严

重的一次流感疫情。

猪流感（例如H3N2）或禽流感（例如

H5N1、H7N9）等动物源性的甲型流感病毒感

染人体的情况非常少见，而且影响的地区和

人群数量都比较有限。在某些年龄段的人群

内，与年龄相关的免疫印迹情况（age-related 
immunological imprinting）与某些新型流感

病毒的发病率降低有关，因为这些人可能在之

前就已经接触过与这些新型流感病毒类似的病

毒。

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每年都会导

致季节性流感，全世界大约有50万人会因此死

亡。最新的数据显示，1999年至2015年间，每

年大约有291,243至645,832人死于流感病毒感

染。在美国，每年大于有5000至52,000人死于

流感病毒感染。有多种因素会增加流感病毒的

致死率，比如怀孕和年龄（小于1岁，或大于

65岁）因素就是最高危的因素。不过，虽然在

2岁以上的儿童和成年人中，流感死亡率明显

降低，但还是有一些不明原因会导致年轻人死

于流感病毒感染。比如美国每年就有大约100
名儿童死于流感，而且自2010年以来，这个数

字一直都比较稳定。通常来说，病毒引起的肺

炎或继发性细菌感染是致死的主要原因。原发

性病毒性肺炎的主要病理特点是，下呼吸道内

病毒大量复制，引起强烈的炎性反应——炎性

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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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流感高危因素

1.5 动物流感

幼儿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过流感病毒，因

此都属于流感高危易感人群，而且感染流感病

毒之后，容易出现高热等较严重的症状，且会

在较长的时间里释放大量的流感病毒。老年人

免疫力较低，同时又常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也

是流感重症患者的高发人群，常常会因此引

起感染性并发症而住院治疗。除了这些易感

人群之外，慢性肺炎、慢性心脏病、糖尿病

和免疫缺陷等疾病患者也都是重症流感病情

的高危人群。神经肌肉疾病（neuromuscular 
disorder）患者也是流感高危人群，这可能是

因为这些患者很难清理呼吸道分泌物。孕妇一

直都是严重流感病情的高危人群，这可能是因

为孕妇的心肺负担本来就重，也可能是因为孕

妇的免疫机能会降低，整体来说，孕妇妊娠期

感染流感病毒的风险会增加，而且这一情况会

持续到产褥期。在2009年的H1N1甲型流感疫

情期间，BMI指数超过35~40的肥胖人群，也

是一个高危人群。这些肥胖患者体内的病毒复

制量会增加，继发细菌感染的严重程度也会增

加，同时疫苗的保护力却有减弱。但我们目前

对流感病情中人体遗传因素的影响作用占据多

大的比重，还不太清楚。不过我们已经发现，

遗传多态性和IFITM3、IRF7（这两种基因都

与干扰素通路有关）等某些人体基因的无义突

变，可能与严重流感病情的易感性有关。

水禽感染了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病毒

（low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A virus, 
LPAI virus）之后，不会产生明显的临床症

状。不过，这些LPAI病毒通过在家禽间的不断

传播，却可以导致临床症状，而且H5和H7等
亚型病毒还可以给家禽带来致命性的症状。在

本世纪初的前十年，高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病

毒（high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A virus, 
HPAI virus）在欧亚和北非等地区的流行，导

致超过4亿只家禽被扑杀，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了200亿美元。在美国，这些HPAI病毒同样给

家禽养殖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由亚洲HPAI 

H5N1病毒不断重排而产生的HPAI H5Nx（x 
= 1–9）病毒就是最好的例子。最近，在中国

流行的LPAI H7N9病毒已经通过HA基因突变

（产生了多碱基剪切位点），演变成了HPAI病
毒，并且有感染人类的报道，好在这些患者都

属于自限性感染的情况。甲型流感病毒还能够

感染猪、马和狗等哺乳动物，引起的呼吸道感

染症状可能比较轻微，也可能非常严重。2016
年12月，美国纽约首次出现了甲型流感病毒感

染猫的报道。该H7N2甲型流感病毒从首次报

道到2017年2月，一共感染了约500只流浪猫，

有一名兽医为其中一只流浪猫进行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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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播及病理生理机制

人流感病毒在人群间通过呼吸道传播，而禽流感病毒在野生禽类之间则通过粪便（faecal–
faecal）、粪口（faecal–oral）和粪呼吸道（faecal–respiratory）等途径传播。根据传播途径

的不同，病毒可以感染呼吸道上皮细胞或消化道上皮细胞。另外，某些甲型禽流感病毒还与人

体眼结膜感染有关，尤其是H7亚型的病毒。严重的人体感染还会在人体的下呼吸道复制流感病

毒，此时往往伴有严重的炎症细胞浸润和炎症反应。

2.1 在动物间的传播

各种甲型流感病毒的主要保存宿主都是

野生禽类，尤其是迁徙性的野鸭和野鹅。在开

放水域养殖的家禽则是流感病毒从野生禽类向

其他家禽传播的“中继站”（图3）。流感病

毒还可以直接通过水体在禽类之间传播。虽然

在16种HA和9种NA甲型流感病毒中，绝大多

数病毒感染禽类之后，都不会出现症状，但是

H5Nx和H7Nx流感病毒的HA分子中一旦出现

新的剪切位点（该突变使HA分子能够借助宿

主细胞的蛋白酶成熟，帮助病毒颗粒从细胞

中释放，播散至宿主全身多个器官，包括大

脑），就可以演变为HPAI病毒，使受感染的禽

类出现明显的（甚至是致死性的）临床表现。

流感病毒可以在农场内感染所有种类的家禽，

如果缺乏生物安全措施，很快就会传遍各个养

殖场和活禽市场（背景知识2）。

猪感染流感病毒之后，会表现出类似人流

感一样的呼吸道症状，比如发热和肺炎等，常

见的致病病毒有H1N1、H3N2和H1N2等甲型

流感病毒。其中有些病毒可以通过空气，在人

和猪之间传播，比如在2009年流行的H1N1和
H3N2甲型流感病毒。马感染流感病毒之后，

也会表现出类似人流感一样的呼吸道症状，病

毒也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有两种马H3N8甲型

流感病毒是主要的致病病毒。2004年曾有报道

称马H3N8甲型流感病毒感染了狗。2006年，

人们在一只亚洲狗体内发现了H3N2甲型禽流

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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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策略

传播模式

水生哺乳动物

野生鸟类

水 水
污染物

空气

污染物

蝙蝠

?
家鸭

猪

鸡

马

狗

人

猫 

水处理 接种疫苗免疫捕杀

补偿

生物安全 市场卫生消毒

检疫

室内养殖 关闭活禽交易市场限制移动

隔离

图3 来自野生水禽的甲型流感病毒。除了迄今仍不清楚来源的蝙蝠流感样病毒（bat influenza-like virus）之

外，几乎所有的甲型流感病毒都来自野生水禽。这些野生水禽来源的流感病毒可以通过污染的水体或污染物

感染水生哺乳动物，以及散养的家禽。这些被污染的水体还可以直接感染其它家禽和野生鸟类。在聚集养殖

的农场、农产品市场等场所，病毒还可以通过家禽传播给其它家畜。病毒可以通过空气、污染物和水体，从

这些家禽家畜传播给人体。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病毒并不会造成人际间传播。动物流感病毒如果要在人际间

传播，需要经历适应过程（adaptation）。人际间传播的流感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途径，或接触途径传播。狗

和猫等家畜也都能感染流感病毒。上图中虚线表示的是不经过家鸭媒介的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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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病毒侵入宿主细胞及复制机制

在细胞层面，流感病毒主要在人和其它

哺乳动物的呼吸道上皮细胞以及禽类的消化

道上皮细胞内复制（图4）。病毒的细胞周期

（cellular cycle）从流感病毒与靶细胞的结合

开始。该步骤主要与病毒的HA分子有关，因

为病毒HA分子能够与宿主靶细胞上的唾液酸

结合。人流感病毒的HA分子更倾向于与α2,6
连接的唾液酸分子（人上呼吸道上皮细胞多

见该分子）结合，而禽流感病毒则更倾向于

与α2,3连接的唾液酸分子（禽类消化道上皮

细胞多见该分子）结合。病毒与宿主细胞结

合之后，就会以内体（endosome）的形式进

入细胞，内体经转运和酸化之后，使病毒HA
分子的构象发生改变，促使病毒包膜与内体

融合。由于不同宿主细胞内体里的pH值各不

相同，因此，pH值的稳定性是决定病毒极性

（tropism）的一大因素。

病毒与内体融合之后，就会释放出病毒

颗粒里的内含物，即RNA蛋白分子vRNP。

这些vRNP分子随即进入宿主细胞核内，进行

转录和复制。病毒RNA的复制会经历一个正

链RNA中间体阶段，即所谓的互补核糖核蛋

白分子（complementary ribonucleoprotein, 
c R N P）。病毒R N A转录之后生成正链的

mRNA分子，成熟的mRNA分子转移至胞浆

中，翻译出病毒的蛋白质。PB1、PB2 、PA和
NP等病毒蛋白分子再转运回胞核内，进一步

帮助病毒基因组的复制，而病毒的HA、NA和

M2等蛋白分子则被转运至胞膜上。刚合成的

HA分子会被细胞蛋白酶剪切成有功能的HA1
和HA2分子。HA分子的切割位点决定了病毒

颗粒的细胞极性，所有的流感病毒都有一个

可以被呼吸道上皮和消化道上皮细胞外蛋白酶

识别的切割位点。HPAI病毒却是个例外，因

为该病毒的HA分子上含有多个切割位点，可

以被泛素蛋白酶识别。NS1、PB1–F2和PA-x
等流感病毒非结构蛋白能够干扰宿主的抗病毒

反应。病毒M1和NEP蛋白在病毒感染的后期

位于宿主细胞的核内，与vRNP结合，帮助病

毒颗粒转移至细胞胞浆内，然后在胞浆内与再

循环内体（recycling endosome）发生相互

作用，将病毒颗粒转运至胞膜处，通过出芽的

方式释放出去。NA可以阻止新生病毒颗粒的

HA与病毒糖蛋白，或者宿主细胞上的唾液酸

结合，以促进新生病毒颗粒的释放。流感病毒

的复制会使宿主细胞死亡，并引发一系列病理

反应。各种病毒产物也会引发一系列促炎症反

应，招募大量免疫细胞至感染处，清除病毒，

引发免疫病理反应和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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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流感病毒的复制周期。流感病毒经由内体途径被细胞摄取，并进入细胞内，释放出负链RNA。这些RNA

以vRNP的方式进入细胞核，转录出mRNA，并经由正链的互补核糖核蛋白中间体进行复制。病毒的mRNA在

胞质内翻译出病毒的蛋白，这些蛋白与新合成的vRNP一起，组装成新生病毒颗粒。图中PB1-F2蛋白以二聚

体的形式表现，不过它们也可以形成多聚体。HA, haemagglutinin：血凝素；M1, matrix protein：基质蛋白；

M2, membrane protein：膜蛋白；NA, neuraminidase：神经氨酸酶；NEP, nuclear export protein：核转运

蛋白；NP, nucleoprotein：核蛋白；NS1, nonstructural protein：非结构蛋白；viral RNA polymerases：病毒

RNA聚合酶。

甲型流感病毒

vRNP 转运

胞质

内体释放

进入细胞核 转录

复制

vRNP
出核

mRNA 出核

病毒蛋白翻译

病毒蛋白
入核

内体循环

病毒颗粒组装

病毒出芽

M1NS1

NEP NA

M2

PA-PB1 二聚体 PA-x

P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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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1-F2 二聚体NP 

vRNP cRNP

RNA
聚合酶

mRNA

AAAA

AAAA

CAP

CAP

胞核

病毒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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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能够逃避机体内由抗体介导的

免疫反应，这些抗体可以是之前感染流感病毒

之后产生的，也可以是接种了流感疫苗之后产

生的。流感病毒之所以具备这种能力，是因

为病毒的HA和NA在不断发生突变（图5）。

这个突变过程被称作抗原漂移（ant igen ic 
drift）。这是流感疫苗必须不断更新的原因。

由于HA是目前灭活流感疫苗的主要组成部

分，人类及动物流感病毒监测项目组（human 
and animal influenza virus surveil lance 
programmes）一直在监测流感病毒的抗原改

变情况，他们的主要监测手段是血凝抑制试验

（haemagglutination inhibition assay，这是

一种用来检测HA与宿主细胞受体相互之间抑

制情况的试验）和流感病毒RNA测序分析。

随着大家对NA抗原漂移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研究人员开始开展神经氨酸酶抑制试验

（neuraminidase inhibition assay）来监测流

感病毒，这有利于疫苗的改进，使疫苗与流

行毒株更加匹配。T细胞表位（epitope）的

抗原漂移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不过它并没

有抗体介导的漂移问题那么多见。抗原绘图

（antigenic cartography）这种计算机辅助技

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定量分析，同时还可以对

血凝抑制试验及神经氨酸酶抑制试验数据进行

可视化呈现。

上述方法都可以对流感病毒的抗原漂移

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再搭配定点突变研究技

术（site-directed mutagenesis），则可以发

现，在HA蛋白分子头部（而非茎部）功能位

点附近，只需要少数几个氨基酸发生突变，就

能造成切实的抗原漂移。人类流感病毒的抗原

进化速度要远远快于猪和马流感病毒，这可能

与宿主种群的规模、混杂程度，以及年龄结构

等因素有关。在野生鸟类中，存在着大量的、

各种HA、NA亚型的甲型禽流感病毒，不过在

各个亚型内，抗原变异的情况好像不太多见。

不过，这些禽流感病毒一旦感染了家禽，就会

开始变异，这可能与抗体带来的选择压力有

关，因为家禽通常都会接种流感疫苗。

2.4 抗原转换

与抗原漂移不同，抗原转换指的是流行

性甲型流感病毒毒株的HA分子的抗原性出现

了非常明显的改变，这往往会导致流感疫情

大爆发。造成流感疫情大爆发的流感病毒的

HA（有时是NA）分子往往来自动物流感毒株

（图5），这些分子往往通过重排作用，进入

人流感病毒。而且，流感疫情大爆发往往还伴

随着之前流行毒株的绝迹。在1977年， H1N1

甲型流感病毒开始和H3N2甲型流感病毒一

起，在人群中传播，但是该H1N1甲型流感病

毒自从1957年流感疫情（当年流行的是H2N2
甲型流感病毒）之后，就再也没有在人群中

出现过。造成2009年流感疫情大爆发的H1N1
甲型流感病毒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与当

时流行的季节性H1N1甲型流感病毒有很大的

差异，而且使之前的H1N1甲型流感病毒毒株

2.3 抗原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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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流感病毒的抗原漂移和抗原转换现象。1968年，H3Nx（x=1-9）禽流感病毒和H2N2季节性流感病

毒共感染，导致了病毒基因组核酸重排，选择出了H3N2爆发性流感病毒。该病毒的RNA聚合酶PB1和

HA的编码RNA片段来自禽流感病毒，其它的RNA片段则来自人流感病毒。由于人群对这种新型的H3病

毒缺乏抵抗力，因此导致了流感疫情大爆发。在其它几次甲型流感疫情大爆发时，也都发生过这种抗

原重排。H3N2流感病毒在人群中“站住脚”之后，还会进一步发生抗原漂移，这也和其它季节性人流

感病毒一样。所谓抗原漂移，是指流感病毒的HA蛋白发生微小突变，以提高病毒逃避人体免疫防御的

机率。M, RNA encoding M1, matrix protein, and M2, membrane protein：编码M1基质蛋白和M2膜蛋

白的RNA片段；NA, RNA encoding neuraminidase：编码神经氨酸酶的RNA片段；NP, RNA encoding 

nucleoprotein：编码核蛋白的RNA片段；NS1, RNA encoding nonstructural protein：编码非结构蛋白的

RNA片段；PB2 and PA, RNA encoding RNA polymerases：编码RNA聚合酶的RNA片段。

完全绝迹了，但是并没有让H3N2甲型流感病

毒消失。2009年之后，H3N2甲型流感病毒和

2009年流行的H1N1甲型流感病毒，以及另外

两种乙型流感病毒是在人群中传播的主要流感

病毒毒株。

近一百年来，共发生过四次流感大疫情，

因此我们很难预测出下一次疫情。在世界各

地，经常会发现抗原性不同的H5N1、H7N9甲
型禽流感病毒、H3N2甲型猪流感病毒，以及

其它动物流感病毒感染人体的病例，这往往是

患者直接与家禽或猪接触之后被感染的。不过

这些患者不会将病毒继续传播给其他人，即这

些病毒还没有在人际间传播的迹象。这说明这

些病毒还需要继续适应，才有可能获得人际间

传播的能力。不过病毒会如何进化，以获得人

际间传播的能力，同时又能继续保留其毒力，

目前还不清楚。H5N1甲型禽流感病毒只需要

发生少量改变，就可以在雪貂之间传播，而雪

貂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人流感病毒动物模型。

H3Nx 禽流感病毒

H3N2 爆发性人流感病毒

抗原转换

抗原漂移

H2N2 季节性人流感病毒

H3N2 季节性人流感病毒

PB1

PB2

HA

PA

NA

NP M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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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对新宿主的适应

雁、鸻等水禽是各种甲型流感病毒（包括

HA（H1–H16）和NA（N1–N9））的宿主，

也是各种流感病毒的天然保存宿主。这些病毒

中有很多都可以进一步适应，获得在鸡、鹌鹑

和火鸡等鸡型目禽类，以及人、猪、马、狗和

貂等陆地及水生哺乳动物中生存的能力。病毒

的这种跨物种传播和适应的能力，往往都与病

毒对新宿主的遗传适应（genetic adaptation）
有关。而且还离不开病毒的RNA聚合酶，因

为这些RNA聚合酶没有校读功能，所以极易

产生突变。由此产生的病毒遗传多样性，使病

毒适应了新宿主带来的新的选择压力。这些突

变的病毒在动物之间传播的过程中，低适应度

（low-fitness）的突变被保留下来，这很有可

能是得益于宿主体内更具适应性的突变的帮

助。在一个宿主体内，病毒种群能获得这些遗

传多样性，这有利于病毒获得跨物种传播的优

势。而且，流感病毒由多条RNA链组成的基因

组，非常有利于发生基因重排，这为流感病毒

的适应提供了额外的优势。

病毒经过适应，获得感染新宿主的能力，

这个过程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可能

与流感病毒HA分子发生氨基酸替换，以便能

更好地与受体结合有关；也可能更进一步地优

化了HA与NA分子的比例，调整了HA与受体结

合的活性，以及NA破坏受体的活性；抑或是

让HA分子能够在不同pH环境中，都能被活化

有关。病毒RNA聚合酶亚单位的改变会影响它

们在不同宿主细胞里的活性，以及病毒对温度

的敏感性（例如人上呼吸道内的温度为33℃，

要比鸟和猪体内的温度低），NP蛋白的改变

会影响宿主抗病毒的干扰素分子诱导的GTP结
合的Mx1蛋白的敏感性，M1和M2蛋白的改变

可以影响病毒的形态，有利于病毒通过呼吸道

传播给新的宿主。病毒能够通过基因重排，获

得这些可以影响病毒传播的功能上的改变，之

前发生的历次流感大疫情（1957、1968和2009
年大流感）都与此有关。

在野生禽类和家禽之间，在水禽和陆地

禽类之间，或者在猪种群内，都可以发生遗传

适应。H3N8和H7N7甲型流感病毒感染马的现

象已经持续好几十年了，H7N7病毒似乎已经

绝迹了，但是H3N8病毒却还一直存在，而且

已经在美国出现了H3N8病毒感染狗的病例。

在亚洲，也已经有H3N2甲型禽流感病毒感染

狗的报道。最近，在危地马拉和秘鲁的蝙蝠中

发现了流感样病毒，而且这些病毒携带了新的

HA（H17、18）和NA（N10、11），当然在蝙

蝠体内还能看到更多种类的流感病毒。虽然蝙

蝠体内的这些H17N10、H18N11流感样病毒还

不能与传统的甲型流感病毒进行重排，不过它

们能在其它非蝙蝠的哺乳动物体内复制，即它

们有可能会进化出感染其它哺乳动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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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先天免疫反应

宿主体内的先天免疫反应是抵御病毒感染

的重要屏障，病毒只有突破了这层保护屏障，

才有可能在新的宿主体内进行复制和传播。对

此，流感病毒就具备好几种手段。例如，流感

病毒的NS1蛋白就是一种RNA结合蛋白，能够

防止细胞内的病毒RNA传感器（例如RIG-1，
又名DDX58）被激活。RIG-1蛋白能够识别流

感病毒RNA分子5’端的三磷酸基团，以及临

近的病毒RNA 5’端和3’端共同组成的双链

RNA结构（该结构也是病毒RNA复制和转录

所必需的一种结构）。NS1蛋白能够与宿主细

胞E3泛素蛋白连接酶TRIM21和E3泛素蛋白连

接酶RNF135（又名Riplet）结合，TRIM21和
RNF135都是活化RIG-1蛋白的必需因子。因

此，这样可以阻断细胞内的级联反应，避免招

募干扰素和干扰素诱导的抗病毒基因MX1、
EIF2AK2（又名PKR）、OAS1、IFITM和IFIT
等因子的生成。甲型流感病毒的NS1蛋白还可

以阻止宿主细胞mRNA的合成、加工及转运，

抑制宿主细胞的抗病毒反应。与干扰素信号通

路相关的JAK信号通路，以及好几种干扰素诱

导的抗病毒基因也都是NS1蛋白作用的靶点。

NS1蛋白就是通过上述途径来抑制宿主细胞的

抗病毒反应。

除了NS1蛋白之外，还有好几种流感病毒

蛋白也都能破坏干扰素介导的抗病毒反应。例

如PB1-F2这种病毒非结构蛋白就能抑制线粒

体抗病毒信号蛋白（mitochondrial antiviral- 
signall ing protein, MAVS）因子的活化。

MAVS因子是RIG-1蛋白的下游配体分子，也

是诱导干扰素生成必需的因子。PB2蛋白是病

毒聚合酶的一个组份分子，也能抑制MAVS因

子的激活。最近刚被发现的PA-x蛋白，是编码

流感病毒RNA聚合酶PA的mRNA移码之后的

翻译产物，具有核酸内切酶活性，能够抑制宿

主细胞基因的表达。流感病毒通过这些不同的

方法，来逃避机体由干扰素介导的抗病毒杀伤

作用。

不论是1型干扰素（IFNα和IFNβ），还

是3型干扰素（IFNγ），都能够抑制上皮细

胞内病毒的复制。组织里的巨噬细胞和树突状

细胞等免疫细胞也会被流感病毒感染，但是病

毒在这些细胞内的复制扩增量并不大。而且这

些细胞被病毒感染之后，都会被激活，并且分

泌各种促炎性因子，招募其它先天免疫细胞，

例如自然杀伤T细胞和单核细胞，来消灭被病

毒感染的细胞。虽然这些宿主的先天免疫反应

对于清除病毒，以及激活适应性免疫反应都非

常重要，但是免疫反应过度，也会对机体造成

病理性伤害和严重的病症。比如，胞外高水平

的中性粒细胞就会造成肺损伤和严重的病毒感

染。因此，对于重症流感患者，往往需要采用

控制“炎症因子风暴”的治疗。



17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17171717171717

2.7 适应性免疫反应

虽然小鼠动物模型并不是了解病毒性肺

炎的最好选择，但是有很多研究流感病毒与T
细胞关系的试验，还是在小鼠动物模型上开展

的。随着人体T细胞免疫反应的监测技术不断

的进步，我们也对这些基本的数据有了一些掌

握。当感染流感病毒时，CD4+辅助T细胞是抗

体发生型别转换，以及优化CD8+ T细胞记忆

反应的必需因子。它还是提升多肽类疫苗效价

不可或缺的好伙伴。不过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CD4+辅助T细胞是否与IFNγ直接清除流感病

毒（类似于HSV病毒感染时的反应）有关。

对于CD8+ T细胞来说，细胞毒性T淋巴

效应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 CTL）都

是提升流感病毒清除效率的有力保证。如果这

些免疫因子缺乏，抗体介导的免疫反应虽然还

能工作，但是反应速度会变慢。流感病毒最

强的抗原分子是NP、M1蛋白，以及病毒聚合

酶蛋白。而最让我们感兴趣的则是在被感染

细胞上呈现出的、由8-12个氨基酸组成的病毒

肽段（viral peptide），这些肽段是1类主要

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识别并结合的位点。这些病

毒肽段与MHC结合之后，会形成抗原表位复

合体（antigenic complex），供流感细胞特异

性的CTL细胞上的T细胞受体识别。这些肽段

通常来自病毒内部组份，通常都不是受抗体选

择的、发生抗原转换的目标，因此，它们都属

于在不同种类和亚型的流感病毒之间、相对保

守的抗原。有明确的证据显示，HLA-A2等各

种MHC复合体向人CTL细胞呈递的、这些保守

流感病毒肽段造成的T细胞记忆，能预测人体

在面对新型甲型（禽）流感病毒时，大概会有

多大的免疫保护力，如最近出现的H7N9病毒

（图6）。澳大利亚土著和阿拉斯加土著等人

群对流感病毒易感性更高，就与他们体内的保

护性HLA较少有关。

2.7.1 T细胞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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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很难预测什么时候会爆发甲型流

感疫情，而制造疫苗（通常是病毒灭活疫苗）

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大家对“广谱”疫苗

寄予了厚望。虽然减毒活疫苗能够很好地诱导

CD8+ T细胞反应，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看到减毒活疫苗能够很好地诱导CTL免疫记忆

效应。让特异性识别流感病毒的CTL细胞在正

常肺部组织里大量保留，目前还难以做到，即

使做到也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生理后果，相

比之下，从循环血液里召集CTL记忆细胞，使

其到达感染处，成为CTL效应细胞好像更为可

行。与体内完全没有CTL效应细胞相比，这样

可以起到快速清除病毒的作用，明显地减轻被

感染者的流感症状。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清楚如何才能

获得更好的CTL免疫记忆，以及组成这些记忆

的要素都有哪些。在基础研究水平，弄清各种

处于不同分化状态的CTL细胞（包括幼稚、效

应和记忆等CTL细胞）的表观遗传学状态，有

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细胞免疫记忆机制。随着

图6 H7N9甲型禽流感病毒感染后康复的快慢，与感染早期CD8+ T细胞反应之间的关系。A，在H7N9甲型

禽流感病毒感染后迅速康复的人体内，病毒感染后会快速启动强烈的CD8+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记忆反应。

这些能够释放γ干扰素的CTL细胞，极有可能就是之前感染季节性流感病毒时“遗留的”产物，而之前感

染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恰好与这次的H7N9甲型禽流感病毒有些类似。在唤醒CTL细胞之后的2-3天，机体

会继续启动抗体反应和CD4+ T细胞及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NK）反应。B，相反，在H7N9甲型禽

流感病毒感染后发生严重流感病情的患者体内，就只有非常低水平的细胞及体液免疫反应。

抗体

CD8+T 细胞

CD8+T 细胞

NK T 细胞

a

b

保
护
力

保
护
力

疾病爆发后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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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细胞反应是机体感染流感病毒之后，或

者接种流感疫苗之后都会出现的免疫反应。被

病毒感染或接种疫苗之后，机体会产生抗体，

这些保护性抗体能为机体提供免疫保护。早期

的动物试验就证明，将被流感病毒感染过的雪

貂的血清注入一个未经感染的雪貂体内，当后

者被流感病毒感染时，就具备了抗流感的免

疫保护力。B细胞免疫反应的主要作用是针对

流感病毒的HA和NA分子，以及其它一些病毒

分子，例如NP蛋白和基质蛋白等，不过效力

相对弱一些。值得注意的是，在HA分子的头

部，各个互不相连的抗原位点似乎是抗体最优

先识别的位点，这些位点也是B细胞最重要的

病毒识别位点。不过，为什么这些位点在抗原

方面具有免疫优势，背后的分子机制和免疫反

应机制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能够识别这些

HA分子头部位点的抗体，通常都是中和抗体

（neutralizing antibody），在血凝素抑制试

验中能表现出抑制活性。更重要的是，血凝素

抑制试验的滴度与免疫保护力的大小呈正相关

关系，是世界各国卫生监管部门评价疫苗保护

力的主要指标。

未经病毒感染过的人，在发生了病毒感染

之后，会产生强烈的、持久的体液免疫反应。

比如，感染过病毒的儿童，在他们年老之后，

体内还能检测到一定水平的相应抗体，而且这

些抗体仍能为机体提供免疫保护力，避免被抗

原性相似的病毒感染。不过，流感病毒发生抗

原转换时，往往会改变HA分子头部的抗原表

位，因为该部位很容易发生改变。人的一生会

经历好多次流感病毒感染。但有意思的是，人

一生中的首次感染，以及这次感染所带来的免

疫印迹（immune imprinting），有可能影响今

后的免疫反应，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抗原原

罪（original antigenic sin）”，也有人将其称

作“抗原资历（antigenic seniority）”、“抗

原印迹（antigenic imprinting）”和“抗原再

现（back-boosting）”。通常来说，当被新

病毒（或新亚型病毒）感染时，有可能会促使

体内出现针对以往感染过的病毒的抗体，这种

可能性主要取决于新旧感染的这两种病毒在抗

原上的相似性有多大。因此，我们对于新病毒

的体液免疫反应会受既往感染史的影响，这是

我们开发疫苗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病毒感染人体之后，除了能诱导机体产

生病毒特异性的中和抗体之外，还可以诱导机

体产生低水平的、针对病毒蛋白保守抗原表位

（conserved epitope）的体液免疫反应。比如

流感病毒HA分子茎部近膜处的结构域，M2蛋
白胞外结构域和NA蛋白的保守表位就都属于

这一类保守抗原表位。针对这些表位的广谱抗

体反应也具有免疫保护作用，这种免疫保护作

用通常会通过Fc与Fc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

现，这就是在神经氨酸酶抑制试验时抗NA抗

体的作用机制。不过，在病毒感染，或者接种

疫苗之后，这些保守结构域诱导的抗体反应都

2.7.2 B细胞免疫

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幼稚CTL细胞会越来

越少，因此，尽早激活CTL细胞，使其对流感

病毒产生记忆，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关于CTL

细胞还有很多其它的问题，不过随着对流感病

毒感染的认识不断加深，我们会对保护性抗病

毒免疫有更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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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微弱，因此，对人体的免疫保护作用并不

是特别强。

由于呼吸道上皮的黏膜表面是流感病毒入

侵人体的主要场所，因此，位于这些部位的分

泌抗体，是人体抵御流感病毒的第一道防线。

豚鼠（guinea pig）动物模型研究显示，只有

IgA抗体等黏膜局部的免疫反应（而不是全身

免疫反应）才能有效地抑制流感病毒的传播。

这是我们在开发流感疫苗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

素，因为这既能保护疫苗接种者，也能阻断病

毒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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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感的诊断、预防
和筛查

3.1 诊断

流感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

资料。患上流感后，起初只会出现一些非特异

性的症状，比如发热、寒颤、头疼、肌肉痛、

疲乏不适和食欲不振等。这些症状都是突然出

现的，当然也会出现干咳、喉痛、喉干和鼻塞

等呼吸道症状。其中咳嗽是最常见的呼吸道症

状，还会伴随胸部不适，甚至是胸痛。老年人

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初发症状可能不太重，

这可能是因为免疫反应较弱所致，但是他们更

容易出现严重的下呼吸道问题。病人的主诉可

能包括发热、乏力，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呼吸道

症状。儿童则会表现为高热惊厥，不过并未伴

有其他全身症状。

在季节性流感期间，根据临床表现，医

生可以较准确地进行诊断。如果身体健康的成

年人出现发热，同时伴有咳嗽或喉痛，那么

大约有80%的可能性是患上流感了。不过，其

他呼吸道病原体也会引起类似的症状，比如

副流感病毒（parainfluenza virus）、呼吸道

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人

肺病毒（human metapneumovirus）、腺病

毒（adenovirus）、鼻病毒（rhinovirus）、

冠状病毒（coronavirus）等，因此，还需要

采用特殊的检查，才能确诊是否感染了流感

病毒。明确是哪种病原体感染，这一点非常

重要，因为事关对患者的处置、公共卫生反

应，以及监测。不过由于这些患者往往不会就

医，因此，我们掌握的病例数都是低于实际

发生数的。通常用于检查的样本都是鼻咽拭子

（nasopharyngeal swab），因为这种检测的

敏感性直接与病毒量有关，所以建议在临床症

状出现后的3天内送检是最好的。

由于很多病毒都可以引起流感样症状，

所以检测流感病毒的金标准就是病毒培养及

逆转录PCR（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RT-
PCR）（表1）。病毒培养是发现新病毒的关

键，同时也是对抗病毒药物敏感性进行监测，

发现流感病毒抗原转换的关键，但是这需要花

费一定的时间。使用shell-vial培养法，可以缩

短病毒检测的时间，因为这种方法可以在病毒

对细胞产生毒性作用之前，就通过免疫染色

的方法发现病毒阳性的细胞。相比之下，RT-
PCR方法的敏感性比较高，而且检测速度快，

可以在多种实验中采用，并且还可以对病毒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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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进行区分。在临床工作中，核酸扩增试验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在敏感性

和检测速度方面均优于病毒培养。不论采用病

毒培养，还是RT-PCR进行检测，送检样品的

质量都非常关键，不规范的取样和送样操作，

会导致样品降解，带来假阴性结果。取样部位

也会影响检测的敏感性，比如在检测上呼吸道

病毒时，鼻咽拭子就优于喉咽拭子。但是这些

检测方法都不是床旁检测方法，因此，我们还

需要一种可以就地进行的、便宜的、快速的抗

原检测技术，即使这种技术的敏感度低一点。

FDA批准了一种快速的分子检测方法，这种

技术在一定病毒量的时候，可以和RT-PCR媲

美。用于检测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新型的床

旁数字化免疫检测技术的敏感性也很高。美国

最近又上市了几种敏感性更高的，床旁核酸扩

增检测技术。未来可能还会开发出转录组检测

技术，用来了解呼吸道疾病的病因和严重程

度，比如继发细菌检测及炎性标志物检测等。

检测技术 技术原理 优势 劣势

病毒培养

通过观察病毒对细胞造成的
细胞毒性作用、血凝素试
验，或直接抗体荧光染色来
发现病毒

● 特异性性高（>95%）
● 能发现新型病毒
● 能监测抗病毒敏感性和病
毒抗原转换

● 时间长（>3天）
● 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
备
● 敏感性比RT-PCR技术低

RT-PCR 利用保守基因引物，对HA
进行检测

● 特异性高（>99%）
● 敏感性高（>99%）
● 可以多路同时检测
● 可以实现高通量自动化检
测
● 速度快（约数小时）
● 可同时检测病毒型别和亚
型

● 价格贵
● 与病毒培养相比，假阳性
率高

快速抗原检测 对已知抗原进行免疫学检测

● 速度快（15min）
● 价格低
● 可床旁使用
● 可检测甲型、乙型流感病
毒

● 敏感性低（70-50%）
● 假阴性率高（阴性预测值
96%）
● 无法区分亚型

快速分子检测
利用恒温核酸扩增技术，仅
需要简单的加热设备和荧光
检测设备

● 速度快（15 min）
● 特异性高（>99%）
● 敏感性高（66-100%）
● 可床旁使用

价格昂贵

表1 几种流感检测技术的优劣对比



23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23232323232323

3.2 疫苗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我们明确了流感的致

病原因之后，就开始尝试采用灭活的流感病毒

开发流感疫苗，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

没有中断尝试。终于在1945年，美国上市了第

一款流感病毒疫苗。但不幸的是，我们很快发

现，对于新出现的流感病毒，这些疫苗效果并

不好——在1947年爆发的季节性大流感时，大

家发现，这些疫苗已经完全没有抵抗力了。目

前，绝大部分的流感疫苗都是肌肉注射用的，

只有少数几款减毒活疫苗，可以鼻腔吸入使

用。

虽然流感病毒的抗原转换和抗原漂移一

直困扰着疫苗开发，但是几十年来，流感疫苗

的开发流程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流感疫苗的生

产流程是：先在鸡胚里培养、大量增殖流感病

毒，然后收集这些病毒，用福尔马林或其它

烷基化药品对其进行灭活处理。直到上世纪

七十年代，流感疫苗的生产程序发生了两点改

变。首先，将病毒复制能力非常高的甲型波多

黎各/8/1934毒株（PR8毒株）与季节性流感

病毒发生了重排，有多达6条RNA核酸（包括

编码HA和NA分子的核酸）进行了交换，这极

大提高了疫苗用病毒的产量（图7）。其次，

人们开始使用乙醚（ether），或者去垢剂

（detergent）来处理病毒，制备病毒颗粒组

份（subvirion），这种疫苗极大地降低了反应

原性，患者也更易耐受。

2003年，美国马里兰州的MedImmune
公司开发出世界上首款流感减毒活疫苗（live 
attenuated influenza virus vaccine, LAIV）。

这款疫苗是以Ann Arbor/6/1960甲型流感病毒

和Ann Arbor/1/1966乙型流感病毒毒株为材

料，在25℃的低温下多次传代培育而成的。

这种适应了低温的流感病毒疫苗，参照了俄

罗斯圣彼得堡实验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IEM）在1987年的成

功经验。这种季节性流感疫苗里有6条来自冷

适应流感毒株的RNA核酸片段与受卫生监管

部门核准的、可用于疫苗生产的毒株里编码

HA和NA的RNA发生了重排。用于生产灭活疫

苗和流感减毒活疫苗的毒株都是由WHO资助

的、流感监测项目实验室监测到的流行毒株

（背景知识3）。与灭活疫苗相比，流感减毒

活疫苗在诱导黏膜免疫方面似乎具有一定的优

势，而且对于婴幼儿具有更广泛的免疫保护作

用。不过，在美国开展的流感减毒活疫苗研究

发现，这种疫苗预防H1N1流感病毒的效率不

太高。

3.2.1 疫苗的设计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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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感大流行时，用组织培养的、而不

是鸡胚培养的病毒来生产疫苗，产量不会受到

限制。用MDCK细胞（来源于考克斯班尼犬肾

脏的细胞）和Vero细胞（猴肾上皮细胞）培

养流感病毒，已经分别在2007年和2009年在

欧洲获得许可。不过，Vero细胞疫苗的生产

已经停止，因为该企业决定终止疫苗这条产

品线，今后不再生产疫苗类产品。FDA则在

2012年批准了第一款使用MDCK细胞生产的流

感疫苗。该产品的上市是一项重大的胜利，因

为在此之前，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来

证明，MDCK细胞里不含有其它有害的病毒，

例如乳头瘤病毒（papi l loma）和逆转录病

毒（retroviruses）等天然存在于狗体内的病

毒。

2013年，我们又迎来了流感疫苗生产史

上的另外一大突破，FDA为美国康涅迪格州

的Protein Sciences Corporation公司生产的

Flublok疫苗产品提供了上市许可，该公司之

前只是使用重组DNA技术生产蛋白质类产品。

Flublok疫苗是一种四价流感疫苗，包括了由

四种不同的杆状病毒在昆虫细胞里表达的两种

甲型流感疫苗的HA分子，以及两种乙型流感

疫苗的HA分子。整个疫苗的生产过程都没有

使用鸡胚和流感病毒。因此，在疫苗紧缺，或

者突发新型流感病毒疫情时，运用该种技术可

以迅速投入生产。因为其不需要花时间让流感

病毒进行适应，以便能够在鸡胚或者组织培养

时提高产量——因为杆状病毒在昆虫细胞里的

HA分子表达量已经很高了。

添加佐剂（adjuvant）可以提高灭活疫

苗的保护力，延长保护时间，甚至扩大保护范

围。在疫苗短缺的时候，还可以起到节省疫

苗用量的好处。早在2009年11月，德国政府

就批准了一款MDCK细胞生产的H1N1甲型流

感疫苗产品，该疫苗里就添加了MF59佐剂。

MF59是一种角鲨烯（squalene）类物质，能

够增强蛋白质类疫苗的免疫原性。目前，添

图7 灭活流感疫苗的制备过程。具备抗原代表性的流行毒株与复制能力强的甲型波多黎各/8/1934毒株

（PR8毒株）一起感染鸡胚，进行重排，然后通过HA和NA鉴定，选择出疫苗用病毒（即病毒的RNA能编

码流行病毒蛋白的毒株）。再在鸡胚里大量培养该疫苗用毒株，最后收集富含病毒的鸡胚尿囊液，进行病

毒灭活、裂解、部分纯化，最后获得含有病毒HA或NA组份的流感病毒疫苗。

流行毒株

生长速度快
的毒株

尿囊液 鸡胚

选择

受精鸡胚

扩增

鸡蛋

收集 灭活
裂解

部分纯化

灭活的
流感疫苗尿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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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该佐剂的灭活流感疫苗已经被批准用于65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而不添加佐剂的疫苗对老

年人的保护效果非常差。2013年，FDA也批准

了一款含有佐剂的流感疫苗，用于预防H5N1
流感病毒感染。该疫苗可用于18岁以上的成

年人。该疫苗里添加的佐剂是与MF59类似的

AS03，也是一种角鲨烯类物质。该佐剂是一

种水包油的乳液状（oil- in-water emulsion）
产品，与H5N1流感病毒的组份相结合成为疫

苗，用于肌肉注射。这种疫苗在2009年H1NA
甲型流感大流行前，在欧洲被广泛接种。疫苗

接种之后，有几例嗜睡症（narcolepsy）的报

道，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到目前为止还不

能排除流感病毒或抗原与嗜睡症的关系。

为了解决灭活疫苗对老年患者免疫原性低

的问题，也有人采用了不加佐剂，而是提高疫

苗使用剂量的方法。结果证明，这样的确可以

降低严重流感病毒感染的发生率。由于有一些

四价流感疫苗里添加了乙型流感病毒的成分，

因此近几十年来，全世界获批上市的流感疫苗

越来越多。所有这些季节性流感疫苗每年都需

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年的流行毒株。此外，

免疫保护力持续时间短，也是目前困扰流感疫

苗的一大难题。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就已经开

始利用反向遗传学技术（Reverse genetics 
technology）来开发重组流感疫苗。这能够提

高病毒的繁殖效率，有利于改进减毒活疫苗和

灭活疫苗的生产。还有一些办法可以诱导机体

针对前文中提到的、各种病毒蛋白的保守结

构域产生保护性免疫反应。与Toll样受体免疫

途径（Toll- like receptor-mediated immune 
stimulation）有关的新型佐剂，以及新型给药

方法，都给未来的疫苗开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

改变。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开发出一种能够提

供长期免疫保护（持续数年甚至是终身）的广

谱流感疫苗，在人群中建立起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实际上，所有人都希望有一种广

谱的、长效的流感疫苗。

各国的疫苗接种建议都不太一样，比如

有些国家只建议高危人群和可能接触到流感病

毒的人接种流感疫苗。而美国公共卫生当局和

美国儿科学会建议，除了6个月以下的婴儿，

所有人都应该每年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易患

严重流感的高危人群和医护工作者更应该接

种。WHO建议，孕妇最应该接种季节性流感

疫苗，而半岁至5岁的儿童，以及65岁以上的

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医务工作者也都应该接

种流感疫苗。

由于目前还没有可预防所有毒株的通用

型疫苗，所以很多国家都会大量储备疫苗，以

便在流感爆发时，第一时间投放市场。虽然这

种预防性储备措施是一种听起来不错的公共卫

生措施，但我们其实很难断定，H5N1甲型禽

流感病毒（或2013年3月发现的H7N9甲型禽流

感病毒）是否会是下一轮大流感的致病毒株，

尽管这些病毒是目前感染人数最多的动物流感

病毒。首先，近130年来，只有能够表达H1、
H2或H3型HA分子的流感病毒才会导致季节性

流感，或者大流感疫情，所以H5N1及H7N9甲
型禽流感病毒几乎不会在人际间传播。其次，

3.2.2 接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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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报道的H5N1及H7N9甲型禽流感病毒的

高致死率，可能是计算错误的结果。WHO只

计算了因为感染H5N1及H7N9甲型禽流感病毒

住院治疗的患者，实际上有大量被感染的患者

没有严重的症状，因而没有就医。第三，只有

接触了大量流感病毒的患者才会表现为重症，

而这类人群基本上只限定于那些有机会直接接

触病畜的工作人员。而季节性流感病毒和大流

感病毒只需要少量（分别为2-25个病毒颗粒和

50-400个病毒颗粒），就可以在人际间传播，

并导致严重的疾病。

虽然市面上已经有多种流感疫苗产品，但

大家对它们的保护效果还存在争议。不论是随

机对照试验，还是对接种者和未接种者进行的

对比观察性研究，都不能明确证明流感疫苗的 
保护力。因为虽然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但

不同季节性流感病毒毒株的毒力不同、疫苗与

流行毒株之间的匹配度不同、不同研究人群的

年龄也不同，所有这些因素，都会给我们对流

感疫苗相关研究的解读带来困难。尽管大多数

研究发现，接种流感疫苗对整体人群的健康具

有正向作用，但也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近年

来在美国发现，LAIV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差，每

年重复接种可能会降低疫苗的保护力，以及疫

苗与流行毒株不匹配等问题。政府机构运行的

实验室都会常规地对之前流行的病毒进行抗原

检测。具体方法是用实验室培养的病毒感染无

菌试验雪貂，2-3周后收集这些动物的血清，

并监测这些血清，分析这些血清与现有疫苗相

比，对血凝集（haemagglutination）的抑制

作用。感染了新型流感病毒（新抗原）之后的

雪貂产生的血清，对之前流行毒株的血凝集的

抑制作用会减弱，这说明流感病毒发生了抗原

转换，可能需要换疫苗了。

3.2.3 疫苗的效果和保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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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抗流感病毒药物

除了流感疫苗之外，抗流感病毒药物也是

防治流感病毒感染的重要力量。在普通的流感

季，抗流感病毒药物主要用于治疗重症流感患

者，尤其是那些免疫力低下的感染者。可是在

流感大疫情爆发时，尤其在还没有生产出相应

的流感疫苗时，抗流感病毒药物除了用于治疗

感染者之外，还可以用于有接触史的可疑感染

者，以进行预防。目前获批上市的抗流感病毒

药物主要包括两类，它们是NA抑制剂类药物

和金刚烷（adamantane）类药物。

金刚烷（a m a n t a d i n e）和金刚乙胺

（rimantadine）都是口服药物，它们的作用

靶点都是甲型流感病毒上的M2离子通道蛋

白。不过，全世界都不再推荐在临床上使用这

些药物，因为目前流行的甲型流感病毒，对这

两种药几乎都产生了耐药性。NA抑制剂类药

物的作用靶点是流感病毒的NA蛋白。奥斯他

韦（oseltamivir）主要以前体药物——磷酸奥

司他韦（oseltamivir phosphate）的形式（即

达菲）给药。药物经口服进入人体后，在肝脏

转换成有活性的羧化物（carboxylate）奥斯

他韦。扎那米韦（zanamivir）是一种吸入粉

剂，因此，呼吸道有问题的人限制使用。帕拉

米韦（peramivir）是静脉给药方式使用，比

较适合住院患者。上述这3种药物都已经在美

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台湾和

韩国获得上市批准。这些药物的作用机制都是

模拟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NA分子上的唾液酸

结合位点。

奥斯他韦和扎那米韦对于预防流感病毒

感染均非常有效。不过，对这两种药物开展的

随机对照试验都是在简单流感患者人群中进行

的，因此，我们还需要在住院的重症流感患者

中，观察这两种药物的疗效。后者的数据才是

更有价值的。虽然还存在上述局限，但是对于

这些NA类药物的相关研究也都一致证明，它

们可以改善流感患者的预后，比如降低患肺炎

的风险、降低住院率和降低住院患者的病死率

等。试验还发现，早期（在症状出现的头2天
里）使用NA抑制剂类药物，可以获得更好的

疗效。

耐药病毒的出现，是全世界从事抗病毒药

物开发工作的科研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早在

2003年就首次出现了对金刚烷耐药的毒株——

H3N2甲型流感病毒。该病毒M2蛋白的编码

RNA上，出现了一个S31N突变。曾导致2009

年大流感疫情的H1N1甲型流感病毒，也是目

前导致季节性流感的主要毒株，也对金刚烷产

生了耐药性，因为该病毒的RNA链上也同样存

在S31N突变。因此，自2009年之后，只有NA
抑制剂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目前流行的甲型和

3.3.1 抗流感病毒药物的耐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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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流感病毒，对奥斯他韦和扎那米韦均是比

较敏感的（表2）。不过，某些H1N1甲型流感

病毒毒株也已经开始对奥斯他韦产生了耐药

性，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2007年才开始出

现的这种耐药毒株，很快就成为了2008-2009
年流行季的主要感染毒株。之所以会出现奥斯

他韦的耐药问题，是因为病毒编码NA蛋白的

RNA分子中出现了H275Y突变。研究显示，

在所有的允许突变（permissive mutation）
中，H275Y突变不会给病毒带来适应障碍，携

带了这种突变的病毒可以很快地流行开。幸运

的是，这种病毒目前对扎那米韦还是非常敏感

的。还好2009年对奥斯他韦耐药的H1N1甲型

流感病毒很快就被对奥斯他韦敏感的H1N1甲
型流感病毒取代了，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自

此，流感监测工作者开始密切关注流感病毒对

NA抑制剂类药物的耐药性问题，很快在2009
年就分离到了对奥斯他韦耐药的H1N1甲型流

感病毒。这些病毒主要都是从正在接受奥斯他

韦治疗的患者体内发现的。使用的主要检测

手段就是对培养的病毒进行NA酶抑制率的检

测。我们还可以通过RT-PCR技术，查看病毒

是否携带了已知的耐药突变。一旦出现了新的

突变，还是只能通过NA抑制试验来判断。

在儿童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中比较多见耐

药毒株，这可能与这些人体内的病毒量更大、

存留时间更长有关。入院治疗的患者，相对来

说治疗的时间更长，这会增加他们体内病毒的

生存压力，因此更容易形成耐药突变。虽然我

们能够预计到这种情况，但是在2007年出现的

奥斯他韦耐药毒株似乎并没有受到药物选择的

压力。如果二次突变（secondary mutation）

具有正确的背景，那么目前的H1N1甲型流感

病毒也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在H3N2甲型流

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中也出现了奥斯他韦耐

药毒株，只不过出现的频率要低一些。

目前临床已不再使用金刚烷，加上人们

对奥斯他韦耐药问题的担忧，进一步的增强了

对新型抗病毒药物的渴望。现在已经有好几款

药物，比如静脉注射剂型的扎那米韦等静脉给

药的新型NA抑制剂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拉

尼米韦（laninamivir）这种新型NA抑制剂也

已经在日本获批上市，这是一种吸入剂型的

长效药物，用药次数比奥斯他韦和扎那米韦

都要更少。未来最理想的抗流感药物应该是

鸡尾酒样的复合制剂，这才有可能解决耐药

的问题。鉴于此，人们还开发了一些非NA抑

制剂类药物，比如RNA聚合酶抑制剂法匹拉

韦（favipiravir）、能阻止RNA转录产物加帽

（cap）作用的pimodivir、能抑制流感病毒聚

合酶核酸内切酶活性的baloxavir marboxil，
以及能抑制流感病毒HA分子成熟的硝唑尼特

（Nitazoxanide）。其中，baloxavir marboxil
已于2018年在日本获批上市。法匹拉韦早在

2014年就已经在日本获批，不过该药物只有在

新型流感病毒出现、而且现有抗病毒药物都无

效时，才会由政府发放使用。由志愿者（体内

存在高滴度抗流感病毒抗体的人）捐赠的免疫

血浆疗法（immune plasma）正在进行临床评

估；有好几种特异性针对HA分子茎部保守结

构域的单克隆抗体类药物已进入研发阶段；还

有很多尚处于临床前研发阶段的新药，也都非

常有希望进入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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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流行的流感病毒毒株

耐药率（受试菌株的%）

金刚烷 奥斯他韦 扎那米韦

  在2009年大流感以前

  季节性H1N1甲型流感病毒 0.6 98.8a 0

  H3N2甲型流感病毒 100 0 0

  乙型流感病毒 不适用 0 0

  2015-2016流感季

  2009年H1N1甲型流感病毒 100 0.8 0

  H3N2甲型流感病毒 100 0 0

  乙型流感病毒 不适用 0 0

表2 目前流行的流感病毒毒株的耐药情况

上表数据来自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08-2009年间，以及2015-2016年间对全美的监测数据。

a直到2017年末，大部分季节性H1N1甲型流感病毒对奥斯他韦还都是比较敏感的。

3.4 其他预防措施

除了流感疫苗和抗流感药物之外，我们还

有其它措施可以延缓流感病毒的肆虐。比如勤

洗手和消毒，感冒之后减少外出，咳嗽和打喷

嚏的时候捂住口鼻等。关闭学校等人群密集的

场所，隔离，以及公众场所定期消毒等措施也

能延缓疫情的传播。计算机软件模拟发现，这

些非药物性公共卫生手段能明显降低流感疫情

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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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感的治疗

对急性流感的治疗主要还是支持性疗法，例如退烧、补液和治疗细菌性感染等其它并发症

等。支持性疗法目前仍是治疗无并发症流感的主流治疗方案。不过，我们前面提到的几种抗病

毒药物也已经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了。由于流感病毒有很多天然的动物宿主，所以预防流感病毒

从动物向人的传播也非常关键（图3）。对水源的治理、室内饲养和生物安全等手段都是最起码

的要求。同时可能还需要使用隔离、集中扑杀和给动物接种疫苗等手段。

4.1 人流感

人感染流感病毒之后，如果出现了临床症

状，就应该在家休息，避免与未感染者接触，

直到症状缓解。由于流感病毒的复制水平直接

与病情的严重程度相关，因此，使用抗病毒药

物降低患者体内病毒的复制水平，应该可以起

到治疗急性流感的作用。可是，免疫力正常的

成年人，如果之前感染过流感病毒，那么他就

能很快地抑制体内的流感病毒复制，完全不需

要治疗。因此，使用抗病毒药物来抑制病毒复

制的效用非常有限。而且，使用这些抗病毒药

物需要在病情的早期，即症状出现后的48 h内
才有价值。因此，我们在考虑是否需要使用抗

病毒药物时，需要好好权衡一下利弊。如果错

过了最好的用药时机，而患者也没有明显的并

发症，那么是否还需要使用抗病毒药物，还不

太确定。

免疫缺陷患者、重症流感患者，以及并

发症发生几率比较高的患者可能更适合使用抗

流感药物，哪怕已经错过了48 h的最佳时机。

如果病情进一步加重，尤其是在病毒检测持

续阳性的情况下，也强烈推荐使用抗病毒药

物。实际上，给具有急性呼吸道疾病（acute 
respiratory illness）高风险的院外患者使用抗

病毒药物，对他们是有利的。伴有社区获得性

肺炎的流感住院患者，也应该使用抗病毒药

物。研究表明，自2009年流感大疫情以来，给

住院患者使用抗流感病毒药物的情况在不断增

加。如果流感患者出现了其它并发症，也需要

给予相应的治疗，若出现继发细菌感染，则应

使用合适的抗生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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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了使用抗病毒药物，对于临床症

状非常严重的患者，我们还需要考虑使用免疫

疗法，用来控制过高的炎症反应。最近的临床

研究发现，使用细胞因子及淋巴细胞招募抑制

剂，同时联合NA抑制剂治疗，效果不错。

4.2 动物流感

由于流感病毒可以通过污染的水体而在

野生禽类和家禽中传播，因此，水体治理（使

用氯剂或紫外线）、生物安全和室内养殖等措

施都可以有效地阻断病毒在这些动物群体中传

播。其中，生物安全措施包括在较远的高处位

置设置禽舍和猪圈，远离活禽市场和水体，尽

可能减少与水禽和候鸟的接触。此外，对相关

工作人员进行风险评估和专业培训，比如更换

室外工作服、消毒鞋子、妥善准备饲养用的食

物和饮水，这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生物安全措

施。

如果这些生物安全措施没能阻挡流感病

毒，那么就要进行快速检验，甚至需要集中扑

杀动物了。当动物出现明显症状时，进行集中

扑杀比较容易。但如果动物感染的是低致病

的甲型禽流感病毒，可能就不那么方便发现

“感染者”了。当在家禽中首次出现H5或H7
这类高致病的甲型禽流感病毒时，就需要立即

进行隔离、扑杀、消毒，并赔偿农户。这些举

措在欧洲的H5N1流感疫情爆发时，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可是当疫情在中国、印度尼西亚、

越南、埃及和孟加拉国出现时，由于发现得较

晚，病毒已经广泛传播，所以给后续的防控工

作带来了很大的障碍。障碍之一就是无法给农

户足够的补偿，因此他们都选择隐匿被感染的

动物。

动物用的灭活疫苗、重组DNA疫苗和载

体疫苗在减少临床症状，控制动物间病毒传播

方面，也都有不错的效果。但是这些疫苗不但

没能起到诱导机体产生中和抗体的作用，也

没能在疫情流行的国家里起到消灭病毒的作

用。目前，对动物用疫苗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联合国粮农组织（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和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均认为，如果没有相应的检测手

段，不建议长期使用动物疫苗。虽然2006年，

越南的动物疫苗极大地减少了H5N1人感染者

的数量，但是并没有清除病毒，而且还可能促

进了病毒的抗原转换。不过，给动物接种疫

苗、给部分小鸡接种疫苗（示警用）和感染后

扑杀这3种手段相结合，最终起到了控制疫情

的作用，甚至在部分地区消灭了病毒。

活禽市场一直都被认为是流感的疫源地。

定期清理未销售的活禽并进行消毒的清洁日

（clean day）活动，消毒后彻底清除可能被

污染材料，以及新产品进场的无污染物存留活

动（no carry-over），都极大地改善了市场的

清洁卫生水平，减少了病毒传播的机会。关闭

活禽市场是很好的办法。实际上，正是因为

关闭了活禽市场，才最终解决了中国香港的

H5N1和H7N9禽流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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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马的流感问题主要依靠疫苗接种来解

决。对于猪而言，流感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问

题，生物安全更加重要，主要使用的是灭活病

毒疫苗。对于马来说，接种疫苗的保护期非常

短，不过添加了佐剂的灭活疫苗，以及低毒力

的疫苗效果都不错。这些改变，如果缺少了公

共培训，就有可能出现从未受管制渠道走私禽

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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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活质量

健康的成年人和小孩感染了流感病毒之

后，如果没有发生并发症，通常都不会致命，

只会影响生活质量，比如无法上学和工作。另

外，恢复时间可能会延长，而且恢复之后的数

周里，都会有持续的疲惫和不适感。流感还会

影响工作效率，降低老年人独立生活的能力。

因此，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肺功能

轻度异常也是成年人感染流感病毒之后非常常

见的一种现象，而且需要好几周才能恢复正

常。美国在2007年曾经做过一次研究，发现

每年与流感相关的直接医疗成本高达104亿美

元，而造成的损失则高达163亿美元。

流感的一大特征就是容易并发肺部疾病，

例如病毒或细菌引起的各种肺炎。不过，在流

感爆发时，很多患者可能会同时由发生病毒和

细菌这两种病原体感染引起的肺炎。在1957-
1958年间爆发的大流感以原发性流感病毒性

肺炎（Primary influenza viral pneumonia）
为主，发生于1918 -1919年的大流感，也是

这种肺炎让很多年轻人失去了生命。原本

就患有基础心脏疾病，尤其是风湿性心脏

病（rheumatic heart disease）二尖瓣狭窄

（mitral stenosis）的患者更易患上原发性病

毒性肺炎。这种肺炎的临床特点是有快速进展

的高热、咳嗽、呼吸困难和紫绀（cyanosis）
等症状和体征，胸片呈现渗出性改变，所

有这些都符合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的表现。

继发性细菌性肺炎（secondary bacterial 
pneumon ia）的典型临床特点是流感病情

缓解之后出现的复发性的发热、咳嗽、有

痰和肺实变。在 1 9 1 8 年流感大爆发时，

合并细菌感染的情况就非常普遍。最常与

病毒合并感染的两种细菌就是肺炎链球菌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至于为什

么流感病毒感染之后容易发生细菌感染，现在

还在研究之中。除了肺炎之外，流感还会引起

其它几种呼吸道疾病，例如支气管炎、喉气管

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和哮喘等。

急性流感还会引起一些非呼吸道疾病。

例如有儿童流感患者发生肌炎（myosit is）
的报道。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感染也有可能

导致心肌炎和心包炎。由于儿童流感患者容

易发生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因此也有流感

导致毒性休克综合征的报道，具体表现为低

血压、发热、红皮病（erythroderma）、脱

皮（desquamation）和多系统障碍。感染甲

型流感病毒之后，还可能发生格林巴利综合

征。由于该疾病可见于多种病原体感染后，

因此还缺乏明确的致病关联。也有报道称横

贯性脊髓炎（transverse myelit is）和脑病

（encephalopathy）与流感有关。昏睡性脑炎

（encephalitis lethargica）这种不典型的脑炎

也在1918年大流感之后流行过一段时间，直到

1930年才消失。这说明该疾病可能就是流感的

后遗症。不过，由于急性流感是一种常见病，

因此，并不能因为流感与其它疾病具有时间

上的先后顺序，就认为这两者之间具备因果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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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来展望

如果能更好地了解流感病毒与宿主之间的

关系，以及哪些因素决定了流感的跨物种传播

和病毒对新宿主的适应问题，就能帮助我们更

早地发现有可能危及人畜的甲型流感病毒，并

可对病毒的风险进行评估，而且还有助于开发

出更好的防治手段。比如，正是因为认识到家

鸭是流感病毒在野生水禽和陆地家畜之间传播

的中介，我们才想到要限制家鸭与野生水禽的

接触，而且也要对水禽和陆地家畜进行隔离。

这些措施已经在亚洲看到了成效。

尽管已经有了一些流感疫苗和抗流感病

毒药物，但流感依旧是导致人因呼吸道疾病住

院和死亡的、最主要的致病病毒。对于一种可

以用疫苗来预防的疾病，从理论上来说，这种

现状是不能接受的。目前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有

必要每年接种一次，这并非最佳，而且每年的

保护效果也都不一样。在流感大爆发的年份和

流感季，如果疫苗与流行毒株不匹配，就会更

加让人担心。不匹配可能是因为疫苗用毒株与

流行毒株不一致，还可能是因为病毒在鸡胚

培养过程中发生了抗原错配。比如，在2016-
2017年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过程中，鸡胚培

养出的H3N2甲型流感病毒就缺少了糖基化位

点（glycosylation site）。这是因为病毒适应

了鸡胚，才发生了这一改变，结果使流感病毒

疫苗组份的抗原性也发生了改变。使用组织培

养，发生HA适应的几率就会低一些，不过也

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使用

杆状病毒表达的重组疫苗具备优势。

通过疫苗接种来保护人类和动物，目前

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开发出保护效力更

强、更广谱的通用疫苗，甚至是对流感病毒免

疫的动物，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哪怕是针对

流行毒株开发出非广谱的、新型的、保护时间

更长和保护力更高的疫苗，也算是一大进步。

对各种佐剂、减毒技术、疫苗生产技术和抗原

设计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在不牺牲安全性的前

提下，找到最好的方案来提高流感疫苗的抗原

性。虽然用临床研究来了解疫苗的保护效果，

既费时又费钱，但我们仍需要利用现代科技对

现有的流感病毒疫苗进行改进。从这个角度来

说，还需要开展更多的临床研究，帮助我们进

一步认识人体免疫保护系统，开发出更好的免

疫、分子和遗传技术，更好地利用动物模型来

研究流感。然而，虽然可以用人体试验来定量

了解人体的保护反应，但这还不是最好的方

法，因为这种试验的感染过程就和天然的感染

过程不一样。开发抗病毒药物也存在同样的问

题。最后，要更好地了解与病毒和宿主有关的

各种风险因素，还需要出现病情更严重的流感

才行。

1918年大流感距今已经过去了100年，在

流感的防治工作方面，我们虽然做得仍不够理

想，不过也取得了一定的科技进展，比如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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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宿主反应、极性、

病理生理学，以及流感病毒本身都有了一些了

解。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能够在政府

部门、慈善机构、科研部门和企业界之间建立

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迎来更多的科学发现，推

动流感防治工作的发展。美国国家过敏与传

染病研究院（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正在启动一项新的

研究计划，既促进现有计划的开展，同时也支

持跨领域的合作，加快流感疫苗的研发工作，

希望开发出保护时间更持久的疫苗，甚至是通

用型疫苗。针对流感病毒HA和NA分子的保守

抗原表位诱导呼吸道黏膜免疫，针对代表不同

人HLA的病毒蛋白保守抗原表位诱导T细胞免

疫，这都是开发通用型疫苗的策略。

背景知识1 流感病毒命名法

每一种流感病毒被发现之后，都会根据如下规

则命名。首先，根据宿主类型，将其分为甲型、乙

型、C型和D型。如果不明确宿主，则默认为人类。

同时也涉及到病毒的分离地点、分离编号和年份。

甲型流感病毒还需要表明HA和NA亚型信息。比如

turkey/Ontario/6118/1968（H8N4）甲型流感病

毒就是在1968年从土耳其的Ontario分离得到的病

毒，当时的分离编号为6118，该病毒的HA亚型为

8，NA亚型为4。

背景知识2 禽流感病毒

能在家禽中导致大疫情的流感病毒包括高致

病性甲型禽流感病毒H5Nx及H7Nx（x=1–9），和

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病毒H6N1、H7N9和H9N2。

给全球家禽养殖户带来大麻烦的还是H5和H7高致

病性甲型禽流感病毒（这些病毒都源自低致病性甲

型禽流感病毒），一旦发现这些病毒，必须向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报告，并且有可能导致贸易禁运。在

禽类中，高致病性甲型禽流感病毒毒株可以经由空

气和粪便传播，使被感染的禽类全身出血并死亡。

在2003至2017年间，H5N1高致病性甲型禽流感病

毒一共使860人感染，其中545人不幸死亡。2013

年在中国出现的H7N9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病毒并

没有使被感染的禽类（鸡、鹌鹑）出现明显症状，

但是在2013至2017年间，在中国一共确认了1564

例H7N9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病例。

更令人担心的是，某些H7N9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病毒最近演变成了高致病性甲型禽流感病毒。不

过，在家禽中最隐蔽的、最容易发生基因重排的还

是H9N2甲型流感病毒。上世纪90年代初，这种类

型病毒在亚洲出现，不会使受感染的禽类出现明显

症状，但是偶然会有感染人和猪的报道。在H5N1

高致病性甲型禽流感病毒和H7N9低致病性甲型禽

流感病毒的基因组中，有6条RNA片段来自这种

H9N2病毒。

背景知识3 如何明确用于流感疫苗生产的季节

性流感病毒毒株

全世界，每年都有1 0 0多个流感监测中心

在开展人流感监测项目。这些实验室会将分离得

到的病毒样本寄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

和中国的5个世卫组织流感参考和研究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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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Collaborating Centres for Reference and 

Research on Influenza）。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一个

专门委员会，每年会对这些监测项目和实验室检测

结果进行两次讨论，给出建议，看看当年应该针对

哪种流感病毒来开发疫苗。各国会根据这些建议，

决定在当地适合使用哪种疫苗。

原文检索：

Nature Reviews Disease Primers ( IF 32.274 ) Pub Date : 2018-06-28 , DOI: 10.1038/

s41572-018-000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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