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知6 2018年2月3日 星期六

本版编辑 郎 冰

联系邮箱 jjrbxzh@163.com

流感病毒、禽流感病
毒、乙型流感病毒都是啥

流感病毒属于正粘病毒科的四个属，
包括A型流感病毒属（甲型流感病毒属）、
B 型流感病毒属（乙型流感病毒属）、C 型
流感病毒属（丙型流感病毒属）和D型流感
病毒属（丁型流感病毒属）。

其中，A型流感病毒引发的症状是最
严重的；B型流感病毒并不严重，但仍能引
起暴发；C型流感病毒则通常导致轻微症
状；D型流感病毒是新发现的，很多问题仍
在研究之中。

生活中常见的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
都属于A型流感病毒，然而，今年冬天在我
国多地肆虐的多是B型流感病毒。

A、B和C型流感病毒在总体结构和组
成上非常相似：病毒颗粒直径为80至120
纳米，通常为大致球形；病毒包膜包裹在中
心核周围，中心核包含病毒RNA基因组和
其他病毒蛋白质。

H5N1、H3N2 等是什
么意思

在流感病毒报道中，经常提到诸如
H5N1 禽流感疫情暴发，甲型 H3N2 流感
病毒流行等说法。那么，H5N1、H3N2 究
竟是什么意思？

这些不同的名字代表着不同的A型流
感病毒亚型。A型流感病毒根据病毒表面
的血凝素(HA)和神经氨酸酶(NA)这两种
蛋白可分为多个亚型。目前已知HA亚型
有18种，NA亚型有11种，HA和NA之间
可以自由组合，理论上流感病毒的亚型有
198种。

例如，“H7N2病毒”是指具有HA7蛋
白和 NA2 蛋白的 A 型流感病毒亚型，同
样，“H5N1”病毒就是具有 HA5 蛋白和
NA1蛋白的A型流感病毒亚型。

目前，对于流感病毒的命名是根据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命名
法，即型别/宿主（人可省略）/分离地点/病
毒株/序号/分离年代（HA与NA亚型号）。
其中，只有 H1N1 和 H3N2 两种 A 型流感
病毒亚型目前在人群中普遍流行。

流感病毒到底有多可怕

流感病毒的特性之一是变异性强,可
以说是世界上变异最快的病毒，而A型流
感病毒是变异最为频繁的一个类型，每隔

十几年就会发生抗原性大变异，产生一个
新的毒株。

对于A型流感病毒的变异性原因，学
术界尚无统一认识。一些学者认为，人群
中传播的 A 型流感病毒面临较大免疫压
力，促使病毒核酸不断发生突变。另一些
学者认为，人A型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
感染猪后发生基因重组而导致病毒变异。

A型流感病毒的高变异性增大了人们
应对流感的难度，一方面无法准确预测即
将流行的病毒亚型，不能有针对性地接种
预防性疫苗；另一方面，每隔十余年便会产
生流感新毒株，无法及时研发疫苗防护。

流感病毒的特性之二是致病率高。全
球每年约有 5%至 10%的成人和 20%至
30%的儿童罹患季节性流感。其中，具有高
致病性禽流感(HPAI)或低致病性禽流感
(LPAI)病毒，都能在人类中引起严重疾病。

此外，HPAI和LPAI病毒均可在家禽
群中迅速传播。受LPAI病毒感染的家禽
可能没有任何疾病迹象，或者仅表现出轻
微疾病。而家禽感染 HPAI 病毒后，可导
致严重疾病，通常在48小时内，鸡的死亡
率高达90%至100%。

流感病毒的特性之三是流行规模大。
据统计，流感每年在世界各地蔓延，导致约
300万至500万例严重疾病，以及约25万
至50万人死亡。在地球北部和南部地区，
疫情主要发生在冬季；而在赤道周围地区，
疫情可能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发生。

哪些流感病毒最凶险

不是所有流感病毒亚型都会引起发病
和流行。A型流感病毒亚型之间存在遗传
和抗原性差异，一些亚型通常只感染鸟类，
而另一些亚型可以同时感染鸟类和人。禽
流感病毒很少感染人，在引起人类感染的
禽流感中，最常见的亚型是 H5、H7 和 H9
病毒。

下面我们来看看几个“臭名昭著”的流
感病毒亚型：

1、H5亚型病毒。目前已知的H5病毒
有9种。其中，在世界各地的野生鸟类和
家禽中发现的大多数H5病毒都是LPAI，

但偶尔也检测到HPAI病毒。
H5病毒也可感染人，呈散发性，如亚

洲谱系的HPAI H5N1病毒，目前已有16
个国家报告了人感染这一病毒的情况，经
常导致严重肺炎和50%以上的死亡率。

2、H7亚型病毒。目前已知的H7病毒
亚型有9种。在世界各地的野生鸟类和家
禽中发现的大多数H7病毒是LPAI病毒。

H7 病毒感染在人类中十分罕见。与
人类感染相关的最常见H7病毒是亚洲谱
系的A型禽流感(H7N9)病毒，2013年首次
在中国发现。虽然人类感染很少，但这些
感染通常导致严重呼吸道疾病和死亡。

3、H9亚型病毒。目前已知的H9病毒
亚型有9种。其中，全球野生鸟类和家禽
中鉴定的所有 H9 病毒都是 LPAI 病毒。
据报道，罕见的散发性 H9N2 病毒会感染
人类，一般会引起轻度上呼吸道疾病。

如何应对流感病毒

应对措施之一：消毒。流感病毒本质
上是被糖蛋白包裹的 RNA，因此它对高
温、紫外线、各种消毒药敏感，容易被杀死。

当加热至100℃的高温1分钟或56℃
的温度30分钟时，都可以灭活病毒。同时，
阳光中的紫外线对病毒也具有很强的杀灭
作用。还可用常用消毒剂例如1%甲醛、过
氧乙酸、84液等消毒。此外，应保持个人和
环境卫生，做到勤洗手：洗手时，应该使用
肥皂或洗手液并用流动水冲洗；双手接触
呼吸道分泌物后（如打喷嚏）应立即洗手。

应对措施之二：避免接触传染源。目
前，预防A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的最佳方法
是尽可能避免接触传染源。受感染的禽类
唾液、黏液和粪便中都是重要的传染源。

其中，吃熟食，尤其是在市场上购买的
禽类产品，一定要煮熟（其中心部分须在
70℃以上烹煮至少2分钟）再吃，并避免食
用生鸡蛋。去野生动物园或者饲养活禽的
场所时，尽量不要接触活禽，更不要捕捉野
生鸟类食用，以避免风险。从事家禽相关
工作或应对禽流感疫情的人员，应按照生
物安全防护办法操作，使用适当的个人防
护设备和注意手部卫生。

应对措施之三：进行预防接种。接种
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病毒的第一步，也是
最重要的一步。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流感病
毒，但流感疫苗能预防最常见的病毒亚型。

在每年流感活动开始之前，6 个月以
上的人群都应该接种流感疫苗，并尽量在
10 月底前接种。其中，高危人群（家禽从
业者）接种疫苗对于降低严重流感的风险
尤为重要。此外，对于严重流感并发症的
高危人群，包括幼儿、孕妇、患有慢性疾病
如哮喘、糖尿病或心脏病和肺病的人以及
65岁以上的人来说，接种疫苗很有必要。

应对措施之四：应用抗病毒药物治疗。
WTO目前推荐使用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治
疗人感染A型禽流感病毒。针对世界各地
流行的禽流感病毒分析表明，大多数病毒
对奥司他韦、培拉米韦和扎那米韦敏感。不
过，一些证据表明：HPAI亚洲系A型禽流
感H5N1病毒和亚洲系A型禽流感H7N9
病毒对这些药物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流感相关症
状出现，怀疑感染了流感病毒时，请您尽早
去医院诊治，千万不要延误。

进入冬季，多地流感来势汹汹——

关于流感，你应该知道的
王承民

北京市疾控中心显示：入冬以
来，流感病毒活动度呈上升趋势，
其中，儿童、老年人为高危人群。
广东省疾控中心显示：广东流感凶
猛，其中疫情八成在小学……流
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打了这么多年抗击流感病毒的战
役，您对它了解够多吗？

新亚型病毒出现过程。

在卷烟生产过程中，烟草固体废弃物
会带来大量污染。为解决这个难题，烟草
大省湖南运用创新科技，成功将烟草废弃
物“吃干榨净”。这一以烟草废弃物循环利
用为主体的“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及综
合利用建设项目”，已被列为国家发改委资
源节约循环利用重点工程。

烟草固体废弃物是一座宝库，含有 4
千余种有机物质。据“农业废弃物无害化
处理及综合利用建设项目”牵头单位——
正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勇介
绍，“通过综合处理，这些有机物质可以转
换为具有经济效益的医药中间体、烟草提
取物等产品，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废弃”烟草到“功能”药物

“我国是烟草种植和生产大国，烟草种
植面积和产量居世界首位。然而，在烟草
种植和生产过程中，全国每年大约有百万
吨废次烟叶、烟灰、烟末、烟梗等烟草固体

废物产生。”湖南中烟公司退休专家刘清平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我国烟草废弃物的传
统处理方式主要为焚烧和填埋，期间产生
的有害物质既危及人体健康，又对大气土
壤、地下水等产生很大污染。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
建设项目”改变了上述难题——把废物变
成了资源。其实，这个烟草废弃物综合利
用科技项目开始于17年前，最初的目标是
从“废弃”的烟草中提取“功能”型药物。

废次烟草中有一种重要的化学物质
“茄尼醇”，它是制备合成“辅酶Q10”的重
要原料，还可以用于合成维生素K2等。

辅酶Q10 被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癌症和增强人体免疫力，在许多发达国家
广泛应用。然而，高纯度茄尼醇(含量 90%
以上)的生产工艺长期被日本所垄断，我国
当时只能生产附加值很低的粗品茄尼醇
(含量17%以下)，不能直接作为药用原料。

曾勇对此发起了攻关。从 1999 年 12
月“从废次烟叶中提取医药中间体茄尼醇
项目”攻关小试成功，到 2001 年 8 月通过
湖南省科技厅组织的技术鉴定，曾勇的研
究成果获得专家一致认定——填补了国内
相关产业空白，与国外相关成果对比具有
多方面创新和优势：采用了全新的溶剂体
系，兼顾了成本、收率、综合利用及环境保
护等诸多要素，是一组迄今为止国内最佳
的溶剂体系；工艺流程及设备简明高效，成
本低、收率高；质量稳定，可根据商家要求

生产多种含量指标的茄尼醇产品。

“一招鲜”和“全链条”

“我们把茄尼醇分离纯度做到96.5%，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纯度。”曾勇说。由
此，他创办了汉寿正阳化工有限公司。
2003年12月，“从废次烟草中提取重要医
药中间体茄尼醇”项目终于正式投产。

茄尼醇高纯度提取的效益很好，曾勇
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利用生产茄尼醇的废
料进一步生产医药中间体和生物农药烟
碱。最终，他们成功提取出卷烟及再造烟
叶的重要添加剂——烟草精油、烟膏，并将
提取后的二次废料制成有机肥料、成型炭，
极大提高了这一资源的利用率。

多年来，他们先后与多家高校和科研
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协作关系，不断开发新
项目新产品，累计获得专利 30 余项，形成
了烟草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的完整产业链。

“目前，在烟草废弃物综合利用领域，
全国只有我们做到了全产品产业链。”曾勇
介绍，他们已经基本形成了烟草提取物、医
药生物产品和有机肥料三大板块的生产技
术能力。分类处理后的烟草固体废弃物被
送到相应生产线加工处理，一是生产出符
合卷烟及再造烟叶所需的添加剂；二是提
取分离出茄尼醇、烟蛋白等医药中间体；三
是对工业提取后的二次废渣及无工业提取
价值的其他烟草废弃物通过生物和炭化技
术手段，生产生物有机肥和成型炭。

“小舢板”与“大舰队”

“我们还只是一条小舢板，但有必要发
展成一支大舰队。因为中国烟草业规模
大，废弃物多，推广普及烟草废弃物综合利
用和无害化处理技术潜力巨大。”曾勇说。

据估算，全国每年烟草固体废弃物总
量约为 100 万吨以上，正阳生物公司每年
所处理的烟草废弃物仅为万吨左右。扩大
生产规模势在必行。2015年，正阳生物公
司成为汉寿县首家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的企
业，由此进入了资本运作的轨道。

“政府非常支持他们的发展。汉寿高
新产业园区已拿出 70 亩地支持他们建设
以烟草废弃物为原料的新生产线。目前新
上项目前景非常好，预计投产后一年产值
可达1.5亿元。”汉寿县副县长李碧波说。

此外，正阳生物公司还精益求精，吸纳
最新技术、研发更高效更环保的生产流程。
新建项目整个工艺设计都做到清洁生产，
使用了很多先进科技设备。在生产过程
中，不需要用水，也没有废水、废气产生；此
外，生产中的废渣作为有机肥和生物质燃
料循环使用，确保清洁生产。

“按照最新的工艺技术，‘吃干榨净’1
吨烟草废弃物，不仅可以几乎做到零排放
零污染，还可获得大约1万元至1.5万元产
值的产品。”曾勇表示，“希望这个项目尽快
推广开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
效益的统一。”

创新科技将烟草废弃物创新科技将烟草废弃物““吃干榨净吃干榨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佘惠敏佘惠敏

图为正阳生物公司生产线。
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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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芋即洋姜，也称鬼子姜，是菊科向日葵属的
多年生草本植物，也是一种经常被用来腌制或者
凉拌后食用的小菜。不过，菊芋的生态价值、经济
价值更不容忽视。

“菊芋的根系特别发达，繁殖能力强，抗旱、耐
寒、耐盐碱，非常适宜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以
及盐碱地区种植，是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和改良土
壤的优良作物。”南京农业大学能源生物资源研究
所教授刘兆普介绍，盐碱地改良技术一直被称为
世界难题，也是目前国内外急需的农业科技技
术。一般来说，沿海滩涂由于土壤盐分过高，几乎
没有农作物能够生存。一直致力于培育耐盐植物
的刘兆普通过十多年的反复研究，终于培育出耐
盐菊芋——南菊一号，不仅能直接种在滩涂上，而
且效益很高。最重要的是，经过两三年的种植，滩
涂就变成能长庄稼的良田，这对我国的粮食安全
生产意义重大。

刘兆普说，南菊一号的培育过程可以说是一
代一代在海水里泡大的，通过十多年的耐盐实验
才选育出来的。海水的盐度通常都高达千分之三
十，耐盐菊芋从海中筛选出来，所以在比海水盐度
低的滩涂中不仅能生长，还能从中吸走盐分。“这
种菊芋就像一个个小型吸盐机，吸收的盐分主要
存在茎秆和叶片里，收获时，只要把茎秆和叶子搬
出了地块，就等于把盐分搬出去了。”刘兆普介绍
说，一年下来，菊芋能从每亩土壤里吸出二三百公
斤的盐分，所以一块盐碱地要是种上菊芋，用不了
几年，土壤里的盐分就被它们带走得差不多了，盐
度就能下降到能够种庄稼的程度。

在滩涂盐碱地上种耐盐菊芋，可以说是一举
多得。种植前两年可以收获菊芋块茎，两年后滩
涂就变成了耕地。收获后的耐盐菊芋块茎里并不
沉积盐分，跟常见的菊芋一样，块茎里含有丰富的
糖类和淀粉，是做酒精的好原料。此外，菊芋还可
以提取果糖。果糖的分子结构很特别，在食用后，
人体血糖升高的程度远远低于蔗糖等传统糖品，
不易导致高血糖。因此，果糖被广泛应用于糖尿
病患者、肝功能不全者的饮食中。“我们最初就选
了菊芋作为果糖的原料，但由于不能把多糖变成
单糖，推广不开。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完全成熟。”
刘兆普说。

由于菊芋在健康和生态领域的先天优势，我
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发展菊芋产业，并将其和扶
贫相结合，有效带动了脱贫。山西田根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郝亚书告诉记者，2017 年 4 月，他
们在山西忻州市静乐县双路乡赵家沟村的3000
多亩撂荒地上种了菊芋，并对接精准贫困户 44
户。如今，他们不仅帮助当地贫困户过上了好日
子，还吸引了80多名农民工返乡务农。

“菊芋的种植，不仅改善生态，还能带动老百
姓共同致富。”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副司长许
建民表示，菊芋的发展离不开下游消费带动，这其
中还需要许多科技攻关来突破菊芋发展面临的短
板，也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菊芋的产业化发展。

推动产业化发展——

小菊芋蕴藏大价值
本报记者 吉蕾蕾

近日，上海银行张江数据中心迎来一位特别
的巡检员——智能巡检机器人。它在机房内常规
巡检，记录数据，成为一道移动的新景观。

使用智能巡检机器人，有助于提高银行运行
维护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建设水平，降低人工强度
和频次，是提高相关管理水平的有效举措。

据介绍，这位智能巡检机器人集成了多自由
度机械臂、OCR智能识别相机、高清夜视相机、红
外成像、环境监测传感器、激光导航、超声波传感
等多个智能单元模块。通过运用自主与规划导航
相结合、多传感器融合等技术，它能够自动巡视、
自主避障、自主充电、实时监控遥控，并提供实时
移动巡检数据上传至智能运检平台。经过不断使
用与探索，该智能巡检机器人可以实现对设备运
行状态及机房环境和机柜微环境的实时监测，并
与动力环境监控系统对比，形成“动环监控系统+
智能机器人+专业工程师”相结合的 3 道安全防
线，保证数据中心状态实时可视、可控及数据的准
确性。

开发使用智能巡检机器人是对传统运行维护
模式的改革和创新，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记
者了解到，下一步，上海银行还将对智能巡检机器
人持续优化，结合数据中心实际，对重点区域采用
针对性策略，与现有各系统深度集成，实现数据交
互等措施。未来，智能巡检系统在运行维护体系
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上海银行数据中心：

智能机器“巡检员”现身
本报记者 钱箐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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