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感病毒变异

流感有甲型 (Type A)、乙型 (Type B)、丙型 (Type 
C) 三种类型。丙型流感的毒性最弱，其征状和普
通感冒差不多。乙型流感是已经在人类社会流行
很长时间，其病毒结构相对稳定，很少引起大流行。
甲型流感才是传媒报导流感的主角，1997 年香港
发现 H5N1 禽流感以后，好多年都处于惊魂之中，
每一次世界某地发生人类感染禽流感病例，传媒
强调的是禽流感是否已经变种，变为能够人传人
的新型甲型流感。
由於人类对这种新型流感还没有免疫力，因此会
有大批人感染新型流感而如果新型流感毒力很强，
会有很多人因此死亡。
流感是传播全世界的传染病，2003 年中国发生的
非典冠状病毒主要只流行于中国地区，因此西方
各国对此漠不关心。
2019 年 12 月中国武汉爆发严重的新冠状病毒疫
情，本来以为欧洲和美国离中国很远，不会传到
这些国家。
想不到在 2020 年三月中期西欧的意大利爆发严
重的新冠状病毒疫情，迅速蔓延到瑞士、德国、
法国、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地。三月底美国也
爆发严重的新冠疫情，四月初美国疫情的发展速
度太惊人。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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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和美国主导流感病毒理论
在 2009 年四五月出现的墨西哥／美国猪流感，
据说第一个病人是住在墨西哥拉格里亚镇的四岁
大男童，名叫埃尔南德斯。而离镇子不远处有一
家大型的养猪埸，每年饲养约一百万头猪。
早在 2009 年二月该镇已开始有人出现强烈感冒
征状，三月下旬该四岁男童发病，出现感冒征状。
但当时墨西哥检测流感病毒的仪器落后，要到差
不多一个月后由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和美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定为甲型 H1N1 流感。
后来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协助下才安装了一台实时
PCR 仪，能够在几小时内检测流感基因。
这种情况和 1997 年香港起初不能检测出 H5N1
流感病毒相似，后来购买了西方的仪器，接受技
术的指导以后，才能够动不动就对落地死亡的飞
鸟进行检测，看是否有 H5N1 流感病毒。
这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制高点，他们主导了传染病
的理论体系、发明各种先进的医疗和检测仪器，
规定这些仪器的操作步骤。
连日本这样的科技强国，也很少挑战西方的理论
体系。
流感病毒变异来源于中国南方的水田？
以下我们将会介绍流感病毒的变异过程，主角是
水鸟（鸭子），猪只和人类，正是中国南方各省
份种植稻米水田的生态环境。
中国传统的南方农村有大量的农民，以前家家都
养猪，水田放养鸭子。按照西方专家的理论，正
是这种生态环境是流感病毒产生变异的理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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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鸭子（水鸟）的流感病毒可直接传给
人类，或经过猪只这个中间宿主传给人类。如果
两种病毒同时进入宿主的细胞内，则会进行重组，
产生新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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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鸟是流感病毒库
为什么说中国是新型流感的永远发源地呢？是根
据这样的一个理论说包括鸭子在内的水鸟是流
感病毒库，人类和哺乳动物所流转的流感病毒都
是源自水鸟。流感病毒是在水鸟肠道内繁殖的，
不会使水鸟出现疾病征状，即流感病毒和水鸟相
安无事，一代一代在水鸟肠道内栖息繁殖，水鸟
成了流感病毒库。
流感病毒的结构
我们先介绍一下流感病毒的结构。　　
1997 年香港第一次发现禽流感，是本来只感染禽
鸟的 H5N1 流感病毒，而 2009 年在世界大流行
的是 H1N1 流感，它是人类最常见的流感，一般
称它为猪流感。我们认识一下流感病毒的结构。
在电子显微镜下，可看到流感病毒的形状是外面
有很多突出物的球体。突出物有二种，一种是柱
状的 HA，它是用来侵入宿主细胞；另一种是蘑菇
状的 NA，它是病毒在细胞内进行繁殖以后用来离
开细胞，以便再入侵新的细胞，再进行繁殖。
反流感药品特敏福（Tamiflu）和乐感清（Relenza）
就是阻碍流感病毒的 NA，使病毒不能正常离开细
胞。而旧的抗流感药物金刚胺则阻碍病毒的 HA，
使病毒不能正常入侵细胞。
对病毒来说，宿主细胞是庞然大物，病毒根据
RNA 遗传信息攫取细胞物质复制大量的病毒。流
感病毒的 RNA 由八个节段组成，说两种流感病毒
在细胞内进行基因重组，就是两组 RNA 重新“洗
牌”产生新的组合。而 RNA 在复制的时候，由於
没有纠错功能，也会出现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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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甲型流感病毒的内部结构图。它是正粘病
毒科成员，为单股负链分节段 RNA 病毒，全基因
组由八个节段组成，分别编码八种结构蛋白（PB2、
PB1、PA、HA、NP、NA、M1 和 M2）。
流感病毒的神经胺酸酶 HA 已发现十六种（H1 - 
H16），血凝素 NA 有九种（N1 - N9）。其附
带的数目字不是代表数量而是代表发现的先后
顺序。例如在 1933 年英国人史密斯（Wilson 
Smith）最先发现的流感病毒命名为 H1N1，后来
把 1918 年超级流感也确定为 H1N1。2009 年的
墨西哥／美国流感也是 H1N1。人类流感是 H1, 
H2, H3，而禽流感有 H5, H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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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的分类

除了 HA 和 NA 外，传媒常提起的是“高致病性”，
20 多年来在亚洲鸡场出现的 H5N1 禽流感是高致
病性，病情严重，很快就使大量的鸡只死亡。据
说如果让鸡只接触病毒，八只鸡死亡六只是高致
病性。在美国野鸟发现的 H5N1 是低致病性，只
出现轻微的征状。
流感病毒的分类
根据流感病毒感染的对象，可以将病毒分为人类
流感病毒、猪流感病毒、马流感病毒以及禽流感
病毒等类群，其中人类流感病毒根据其核蛋白的
抗原性可以分为三类 :
甲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A），在人和动物中广
为分布，能造成世界流感大流行。
乙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B），仅在人与海豹中
发现，常引起流感局部暴发，不会引起成世界流
感大流行。
丙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C），仅在人与猪中发
现，以散在形式出现，一般不引起流行。
流感病毒变异的群体效应
前面介绍的流感病毒变异的过程，两种流感病毒
同时进入宿主的细胞内，流感病毒的八个基因组
进行重组，病毒从细胞出来以后，就变成另一种
流感病毒了。
这种变异过程，似乎是头头是道，理论上简单美妙。
但实际发生的病毒变异真的是如此简单吗？
病毒在宿主体内的繁殖，不是个体行动，而是群
体行动。有大批的病毒在行动，进入大批的细胞内，
而繁殖后从细胞出来的病毒数量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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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两种病毒同时进入一个细胞的
概率有多少呢？两种流感病毒共有 16 基因组，重
组后病毒各有洗牌后的 8 个基因组，各种组合的
病毒生命力如何呢？问题非常复杂。
以人类精子使女子受孕为例
女子输卵管内的成熟卵子，只要男子的一个精子进
入就可受孕，但在男女性交的过程中，男子射精
所排出的精子数量，每毫升精液的精子如果少於
二千万个，一般是不会令女子受孕。

大量精子成群结队奔向卵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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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男子性交射精的精子数量，是四千万个至三
亿个精子，这些精子排泄在女子的阴道内，要游
过子宫颈进入子宫，然后在子宫内奔向输卵管，
如果遇到成熟的卵子，成群的精子围绕着卵子，
只要有一个进入卵子内，正常的情况是卵子的外
壳变硬，不再让其他的精子进入。
就是说在男女自然性交的情况下，一个精子完全
没有意义。
再说流感病毒的变异
回到流感病毒变异的问题上，基因组重组后产生
的病毒，必须有强大的生命力，当主流病毒被宿
主的抗体消灭，变异病毒就可以脱颖而出，成为
主流病毒，但也还要能够从宿主身体出来，感染
其他的宿主。
因此一个变异流感病毒要变为能够引起流感大流
行的主流病毒，其道路是很漫长的，其机会是很
微小的。绝大部分的变异病毒，可能从细胞出来
就被消灭。从宿主细胞出来以后，就算能够繁殖
好几代，不一定能够成为主流病毒，如果繁殖的
能力不如主流病毒，最后被没有变异的主流病毒
所淹没。
变异病毒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主流病毒被宿
主的抗体细胞所消灭，变异病毒成为主流病毒，
继续大量繁殖，并从宿主的身体出来感染大量的
宿主，最后成为流感大流行的主流病毒。 
季节性流感和流感大流行
季节性流感是每年都出现的流感疫情，一般是以
前曾经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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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只有以下的三次新型流感
大流行∶
　　1918-1919   H1N1  西班牙流感
　　1957-1958   H2N2  亚洲流感
　　1968-1969   H3N2  香港流感
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时间中只有三次出现新型流
感的大流行，可见变异流感病毒要成为主流流感
病毒并不容易。
1957年和1968年的新型流感大流行相隔十一年，
当时有一些西方流感专家认为新型流感出现的周
期是十一年左右。但接着没有出现新型流感病毒
的大流行。
1997 年香港曾经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传人的
事件，后来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中国都
发生禽流感传人事件，西方流感专家害怕禽流感
病毒变异，变成能够人传人的流感病毒，引发新
流感世界性大流行。
培育流感疫苗和鼓励民众接种
美国对 1918 年的超级大流感有惨痛的经验，因
此一直千方百计设法对付流感疾病，早在 1944
年就培育了流感疫苗，是世界第一个。
现在流感疫苗是一门大生意，每年世界各国都大
量订购流感疫苗，各国政府鼓励民众接种流感疫
苗，有的对 65 岁老人接种流感疫苗有资助，甚至
可以免费接种。
制作流感疫苗是要一年前做准备，世界卫生组织
和大国的疾控中心先收集正在流行的流感毒株，
根据所储存的资料估算明年将会流行什么流感毒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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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流感疫苗的效力是要看所估计的流感毒株，是
否和今年流行的流感毒株相符。流感疫苗有三价和
四价疫苗，三价疫苗是包含两种甲型和乙型流感毒
株，四价流感疫苗是再加上一种乙型流感毒株。
接种流感疫苗，目的是促使人体产生能够抗御流感
病毒的抗体，但接种之后需要二星期的时间才会产
生流感抗体，而各人产生的反应不一样，65 岁以
上的老人反应比较差，但仍然建议 65 岁以上老人
接种。
接种流感疫苗要注意的
流感疫苗是在鸡蛋培育的，以前有一种说法，对鸡
蛋敏感的人不适合接种流感疫苗，但现在认为可以
接种。
有哮喘病的人，则接种流感疫苗不要从鼻腔接种
的，因为怕会触发哮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