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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提供在线服务的通知 

病毒无情人有情。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防控期间，图书馆为奋战在临床一

线的广大医护人员尽早的得到有关冠状病毒肺炎进展的相关文献信息，为了让您把有限的

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到救治病人的临床一线中，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提供在线咨询服务（电

话或微信）正常为广大医护人员提供服务，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为您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同时，24小时开放图书馆网站，提供医学数字化资源，以保障我院图书馆的图情服务。 

图书馆网址：http://xajdyfytsg.superlib.libsou.com/ 

联系电话：85324026；85324063；85323556 

冠状病毒免费学术资源“大放送” 

在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全球行动共克时艰之际，为支持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科普认识和

科学研究，国内外各大期刊出版社、数据库商、研究机构、资助机构、图书馆等信息服务

机构及时免费开放相关论文、电子图书、研究数据、评论、视音频等各类信息资源。为了

节省分散查找的时间、提高资源获取的效率，本文对多个知名出版社、数据库商的免费开

放资源进行集成整理，以飨读者、以致感谢！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免费开放 34 种医学期刊 

为保障全国、全球专业人员和公众第一时间了解国内国际最新研究成果，为公众提供

及时、全面、系统的科学知识，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自即日起开放包括《英国医学杂志中文

版》《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中华传染

病杂志》等在内的 34种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相关学科的医学期刊，供各界人士免费阅

读。 

访问： http://journal.yiigle.com/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冠状病毒专题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是医学领域影响力最高的杂志之一，目前已有广受关注的

中国最新冠状病毒研究论文发布，其冠状病毒专题包括研究论文、临床报告、管理指南、

医学评论等资源。 

访问: https://www.nejm.org/coronavirus  

英国医学杂志（BMJ）专题 

英国医学杂志（BMJ）提供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医学消息、医学评论、专题综述等学术

资源的免费获取。 

访问: https://www.bmj.com/search/advanced/2019-nCoV 

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冠状病毒专题 

http://http/xajdyfytsg.superlib.libsou.com/
file:///E:/一附院院办/：http:/journal.yiigle.com/
file:///E:/一附院院办/ https:/www.nejm.org/coronavirus 
https://www.bmj.com/search/advanced/2019-nC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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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冠状病毒研究专题含 JAMA主编演讲视频、作者采访音频（含

中文翻译）、疫情发展地图及其他丰富且实用的科学资源。 

访问：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pages/coronavirus-alert#what- 

we-know-so-far 

柳叶刀冠状病毒资源中心 

为了帮助在充满挑战和艰难条件下工作的卫生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将这场疫情尽快遏制，

《柳叶刀》建立了冠状病毒资源中心。该资源中心整合了柳叶刀期刊中发布的所有有关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论文、新闻及评论，且为免费开放资源。 

访问：http://www.thelancet.com/coronavirus 

Cell Press 新型冠状病毒资源中心 

Cell Press新型冠状病毒资源中心已于 2020年 1月 31日正式开放，您可以在该资源

中心页面上查找到 Cell Press旗下期刊已发表的有关 2019-nCoV疫情和病毒的论文，以及

相关投稿政策和开放政策。网站正在不断更新中，所有内容均可免费阅读。 

访问：https://www.cell.com/2019-nCOV 

DynaMed循证医学数据库 

DynaMed 汇总了 3,000 多个医学临床课题，提供功能强大的课题检索菜单，为医生，

医学专业学生或医护专业人员提供专业综合信息。该数据库包含超过 400 种医学专业期刊

的最新内容，该数据库中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主题，现在免费开放。 

访问：https://www.dynamed.com/condition/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CLINICAL_PRESENTATION__LI_HZZ_3B4_NKB 

Ovid 数据库 

Ovid数据库检索页面公布了世界卫生组织现有的卫生资源，以支持对冠状病毒的研究

和认识： 

访问：http://tools.ovid.com/ovidtools/expertsearches.html 

资源整合页面（包括实时内容）： 

http://healthclarity.wolterskluwer.com/coronavirus-resources.html?utm_source=p

ress-release&utm_medium=website&utm_campaign=coronavirus-pr 

Wiley 免费开放新型冠状病毒研究论文 

Wiley日前宣布开放旗下所有已发表的和新发表的冠状病毒相关论文，提供免费阅读，

开放时间暂定截止于 2020年 4月。 

访问：https://novel-coronavirus.onlinelibrary.wiley.com/ 

Springer ∙ Nature新型冠状病毒资源中心 

Springer ∙ Nature精选旗下期刊最新发表的有关冠状病毒研究的论文，以及相关评论

和图书章节，提供免费阅读和获取，帮助人们快速直接获取最新的研究及数据。 

访问：https://www.springernature.com/gp/researchers/campaigns/coronavirus 

Elsevier 新型冠状病毒资源中心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pages/coronavirus-alert#what- we-know-so-far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pages/coronavirus-alert#what- we-know-so-far
http://www.thelancet.com/coronavirus
https://www.cell.com/2019-nCOV
https://www.dynamed.com/condition/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CLINICAL_PRESENTATION__LI_HZZ_3B4_NKB
https://www.dynamed.com/condition/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CLINICAL_PRESENTATION__LI_HZZ_3B4_NKB
http://tools.ovid.com/ovidtools/expertsearches.html
http://healthclarity.wolterskluwer.com/coronavirus-resources.html?utm_source=press-release&utm_medium=website&utm_campaign=coronavirus-pr
http://healthclarity.wolterskluwer.com/coronavirus-resources.html?utm_source=press-release&utm_medium=website&utm_campaign=coronavirus-pr
https://novel-coronavirus.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s://www.springernature.com/gp/researchers/campaigns/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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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 新型冠状病毒资源中心位于其公共新闻和信息网站 Elsevier Connect 上，

内容包括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及中国疫情相关的医学期刊、教科书和临床专家资

源，均免费开放阅读，为专业医护人员、医学科研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公众获取相关信

息提供便利。 

访问：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coronavirus-information-center 

Nano 期刊免费开放相关研究论文 

为支持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相关研究，Springer Nature Nano 数据库现开

放冠状病毒相关资源，包括 15篇纳米材料信息汇总和部分相关纳米科研文献，研究人员可

免费获取。 

访问：https://nano.nature.com/search?term=freeText%3A%22coronavirus%22&work 

flow=nanoObject 

ProQuest 开放冠状病毒相关数据库 

ProQuest已开放至 2020年 4月 30日（暂定）为全国读者开放公共卫生、医学、护理

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学科领域外文期刊数据库资源,为广大读者战“疫”提供所需的外文

学术信息保障。 

• Public Health Database公共卫生期刊全文数据库 

访问：http://t.cn/A6PpksCG 

• Health & Medical Collection 健康与医学学科专辑数据库 

访问：http://t.cn/A6PpFt7s 

• Nursing & Allied Health Database 护理与联合健康期刊全文数据库 

访问：http://t.cn/A6PpFVOB 

• PTSDpubs创伤后应激障碍文摘索引数据库 

访问：http://t.cn/A6PpFMMr 

万方医学网 

万方医学同时针对疫情国内外相关文献展开研究整理，开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

频道。该专题将会持续提供最新的、权威的国内外疫情学术资料。 

访问：http://subject.med.wanfangdata.com.cn/Channel/7?subscene=0&scene=126& 

clicktime=1580266294&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牛津大学出版社免费开放相关书刊资源 

牛津大学出版社汇总旗下知名期刊、图书及牛津医学在线的相关内容，提供免费访问，

为研究人员、医疗领域的工作人员等所有正在努力与这次疫情做斗争的人们提供学术方面

的支持。 

访问：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category/medicine-and-health/corona 

virus/ 

剑桥大学出版社开放 80 篇研究资源 

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供有关冠状病毒研究的 80篇文献，开放免费下载。 

访问： 

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coronavirus-information-center
https://nano.nature.com/search?term=freeText%3A%22coronavirus%22&work%20flow=nanoObject
https://nano.nature.com/search?term=freeText%3A%22coronavirus%22&work%20flow=nanoObject
http://t.cn/A6PpksCG
http://t.cn/A6PpFt7s
http://t.cn/A6PpFVOB
http://t.cn/A6PpFMMr
http://subject.med.wanfangdata.com.cn/Channel/7?subscene=0&scene=126&%20clicktime=1580266294&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ubject.med.wanfangdata.com.cn/Channel/7?subscene=0&scene=126&%20clicktime=1580266294&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category/medicine-and-health/corona%20virus/
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category/medicine-and-health/corona%20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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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mbridge.org/core/browse-subjects/medicine/coronavirus-free-a

ccess-collection 

科睿唯安免费开放相关新闻报道集 

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 免费开放了旗下 BioWorld 自 1991 年起对新型冠状病

毒爆发的新闻报道。 

访问：https://www.bioworld.com/articles/topic/517. 

此次推出的专栏集成了科睿唯安的 Cortellis 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 平台中关于冠

状病毒的专业信息以及相关研究文献信息，能够帮助读者快速了解冠状病毒的专业知识，

相关药物的研发进展，以及关于冠状病毒的热点研究。 

复制打开链接 

http://clarivate.com.cn/coronavirus-resources 

进入新型冠状病毒研究资源专栏 

学科动态 

1、Lancet：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推荐皮质类固醇 

导语：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发展,糖皮质激素作为应对重症的治疗用药

在目前的四版诊疗方案中均被提及，但至今未有临床数据证明其疗效何如。今日，《柳叶

刀》发表的文章就此事做出了评论：文章指出目前的临床证据并不支持使用皮质类固醇治

疗新冠病毒造成的肺部损伤。  

 

此前 1月 27日，国家卫生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的最新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和上一版(第三版)《诊疗方案》相比，该版方案就针对重症

患者提出了更多治疗措施。其中，针对重型、危重型病例的治疗，可根据患者呼吸困难程

度、胸部影像学进展情况，酌情短期内(3~5 天)使用糖皮质激素，建议剂量不超过相当于

甲泼尼龙 1~2mg/kg·d。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部分重症患者会并发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

并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而急性肺损伤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部分是由宿主

免疫反应引起的，皮质类固醇可抑制肺部炎症，但也可抑制免疫反应从而延缓病原体清除。

应对 SARS的经验表明，病毒清除后炎症仍然持续存在。SARS 和 MERS 感染中的肺组织学

检查也均显示了炎症和弥漫性肺泡损伤。从理论上讲，皮质类固醇激素的治疗可能具有抑

制肺部炎症的作用。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browse-subjects/medicine/coronavirus-free-access-collection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browse-subjects/medicine/coronavirus-free-access-collection
https://www.bioworld.com/articles/topic/517.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84%9F%E6%9F%93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8%AF%8A%E7%96%97
http://edu.medsci.cn/course/search.do?w=%E4%B8%B4%E5%BA%8A
http://edu.medsci.cn/course/search.do?w=%E4%B8%B4%E5%BA%8A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84%9F%E6%9F%93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8%AF%8A%E7%96%97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8%AF%8A%E7%96%97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5%85%8D%E7%96%AB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5%85%8D%E7%96%AB
http://ipsen2017.medsci.cn/ipsen/sporty/show-video/3072/2/2/%20%20%20IBD%E8%AF%8A%E6%B2%BB%E8%BF%87%E7%A8%8B%E4%B8%AD%E7%9A%84%E8%AF%84%E4%BC%B0-Part%25
http://ipsen2017.medsci.cn/ipsen/sporty/show-video/3072/2/2/%20%20%20IBD%E8%AF%8A%E6%B2%BB%E8%BF%87%E7%A8%8B%E4%B8%AD%E7%9A%84%E8%AF%84%E4%BC%B0-Part%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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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回顾性的观察性研究中，报告了 309 名患有 MERS 的重症患者，几乎一半的患

者被给予皮质类固醇治疗（中位数氢化可的松等效剂量[即，甲基泼尼松龙 1：5，地塞米

松 1:25 ，泼尼松龙 1：4] 300 毫克/天）。最终发现，服用皮质类固醇药物治疗后与 90

天死亡率的差异无关，但与从呼吸道分泌物中清除病毒 RNA 延迟有关。此外，在 2019 年

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确定了十项流感的观察性研究的共 6548 名患者中，研究人员发现，

接受皮质类固醇激素治疗的患者死亡率反而增加。且在其他结局中，重症监护病房的住院

时间增加了，继发性细菌或真菌感染的发生率也有所提高。 

截至 2020 年 1 月 29 日，已发表的报告中包括 140 例 2019-nCoV 患者中的七名

（5％）感染性休克患者。Baillie 博士和他的同事对其临床试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在败血

性休克试验中，大多数患者都有细菌感染，导致血管性肢体性休克和心肌功能不全。在这

一组病例中，重度休克的类固醇治疗有可能获得病情改善。但是，严重低氧血症的休克呼

吸衰竭通常是由于胸腔内压力升高（有创通气期间）阻碍了心血管充盈而不是血管痉挛引

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类固醇治疗并无大益处。没有临床数据表明在治疗由 RSV，流行性

感冒，SARS-CoV 引起的呼吸道感染中，糖皮质激素会有益处。 

 

总体而言，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预期患有 2019-nCoV 感染的患者将从皮质类固醇治疗

中受益，他们反而更有可能从这类疗法中受害。因此，在临床试验之外，不推荐使用皮质

类固醇激素治疗 2019-nCoV 引起的肺损伤或休克。 

原文出处：Clark D Russe, Jonathan E Millar, J Kenneth Baillie, et.al. Clinical 

evidence does not support corticosteroid treatment for 2019-nCoV lung 

injury. Lancet February 07, 2020 

 

2、复旦大学中山医院最新发现，提醒前线医务人员需要注意新冠肺

炎患者的肝反应 

自 2019年 12月以来，武汉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已对公共卫生构成重大

威胁。之前的研究表明，ACE2 蛋白是 SARS 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受体，最新的相关研究表

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进入人体细胞的受体同样是 ACE2 蛋白。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后导致的肺炎，除了影响呼吸系统外，大量的 SARS

和新冠肺炎患者还表现出各种程度的肝损害迹象，但其背后的机制目前尚不明确。 

2020年 2月 4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蓝斐研究员、蔡加彬等在预印本

bioRxiv 在线发表题为：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8%A1%80%E7%AE%A1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8%A1%80%E7%AE%A1
https://www.thelancet.com/lancet/article/corticosteroid-treatment
https://www.thelancet.com/lancet/article/corticosteroid-treatment
https://www.thelancet.com/lancet/article/corticosteroid-treatment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84%9F%E6%9F%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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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ACE2 Expression in Cholangiocytes May Cause Liver Damage After 

2019-nCoV Infection的研究论文。 

该研究使用两个独立队列的单细胞 RNA-seq数据对健康肝脏组织特异性表达 ACE2的细

胞类型进行了评估，发现胆管细胞高特异性表达新冠病毒受体 ACE2，而肝细胞则表达很低。 

这些结果表明，新冠病毒患者出现的肝损伤，可能是病毒直接与 ACE2阳性胆管细胞结

合导致胆管功能障碍，或是治疗药物引起的毒副作用，而不是病毒直接与肝细胞结合引起。 

这些结果提示了正在救治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医疗工作者，需要注意患者的肝反应，

尤其是与胆管细胞功能有关的肝反应，需要对出现肝功能异常的新冠肺炎患者进行特别护

理。 

2019 年 12 月，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该病毒被

世界卫生组织（WHO）暂时命名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该疫情始于 12 月 12 日（第一位住院患者时间），在疫情爆发早期，从五名患者中获

得了病毒全长基因组序列。这些病毒彼此几乎相同，并且对 SARS 冠状病毒有 79.5％的基

因组序列相似性。此外，武汉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在全基因组水平上与蝙蝠冠状病

毒具有 96％的同源性。 

七个保守的非结构蛋白的成对蛋白序列分析表明，该病毒属于 SARSr-CoV 物种。然后

从危重病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分离出 2019-nCoV病毒，可以被几名患者的血清中和。 

2月 3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在 Nature杂志发表研究论文，从分子水

平揭示了 

2019-nCoV与 SARS-CoV使用相同受体 ACE2进入细胞。 

短短两个月时间内，2019-nCoV从武汉迅速传播到中国所有省份以及全球 20多个国家。

截至 2020年 2月 6日 12：00，中国已确诊 28065例，疑似 24702例，死亡人数为 564。不

幸的是，目前仍未发现在临床上得到认可的有效药物，疫苗研发也尚处开始阶段，感染患

者和确诊患者数量仍在迅速增长。 

肝脏是脊椎动物体内最大的器官之一，肝损伤可由多种因素引起，例如接触毒素、过

量饮酒、病毒感染等等。 

我国是世界肝癌大国，乙肝病毒（HBV）是中国肝细胞癌（HCC）的主要病原体，最近

的一项研究还发现，戊肝病毒（HEV）的急性感染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之前的研究表明，感染 SARS 病毒的患者出现肝损伤，2015 年韩国暴发的中东呼吸综

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导致患者肝酶升高。这意味着感染这两种冠状病毒会导致患者

肝功能受损。最近的一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在 99名武汉新冠病毒感染的初始患者中，有

43 名出现不同程度的肝功能异常。作为呼吸系统之外最常见的器官损伤，目前尚不清楚

2019-nCoV患者的肝损伤是由病毒直接感染肝细胞导致，还是由治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导致。 

为了确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或者肝损伤的具体原因和机制，该研究使用两

个独立队列的单细胞 RNA-seq数据对肝脏组织中表达 ACE2受体的细胞类型进行评估。 

研究结果表明，胆管细胞簇的大部分（59.7％）ACE2 表达显着富集。而表达 ACE2 的

肝细胞比例则很低（2.6％），平均表达水平比胆管细胞群体的表达水平低 20倍。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84%9F%E6%9F%93
http://edu.medsci.cn/course/search.do?w=%E4%B8%B4%E5%BA%8A
http://ipsen2017.medsci.cn/ipsen/sporty/show-video/3073/2/0/2018%20DDW-%E7%B2%BE%E7%B2%B9-Part%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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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管细胞中的 ACE表达水平与肺泡 2型细胞相当，肺泡 2型细胞是肺中主要的 SARS和

2019-nCoV靶向细胞类型。 

由于 ACE2 是 2019-nCoV 和 SARS 病毒感染的细胞受体，因此其表达模式揭示了

2019-nCoV和 SARS可能直接感染胆管细胞。 

同时，这项研究也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不会直接靶向肝细胞，或者至少不会通过 ACE2

受体靶向肝细胞。 

因此，研究团队推测，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患者出现的肝损害可能不是病毒直

接感染肝细胞引起的。 

胆管细胞是多功能的，在肝再生和免疫反应中起关键作用。因此，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对胆管细胞感染和损害可能对肝脏产生深远影响。 

研究团队还发现，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患者的肝损伤可能是由于治疗中使用的

药物引起的，或者是由肺炎引起的全身性炎症反应。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证明了单细胞分辨率分析的高度敏感性，促进了对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感染患者肝功能衰竭机制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提示了正在救治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医疗工作者，需要注意患

者的肝反应，尤其是与胆管细胞功能有关的肝反应。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5%85%8D%E7%9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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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03.931766v1 

 

3、Lancet：病毒和谁最像？基因组分析揭秘 2019-nCoV 源头 

导 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人数已超 SARS，而随着近期研究者的努力，其真面容

也渐渐浮出水面，之前针对冠状病毒传染的防治经验，提示我们掌握其来源对于预测其发

展甚至是遏制其传染都十分重要。 

柳叶刀杂志近日在线发表了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结果，他们从患者样本

中测序分析了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病原体，发现其与 2003年流行的严重急

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病毒以及 2012年发现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病毒在基因上有

较大差异。 

 

研究人员对 9 名患者（其中 8 名曾到过华南海鲜市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以及培养

分离株的样本进行了二代测序。从这些个体获得了完整的和部分的 2019-nCoV基因组序列。

使用 Sanger 测序将病毒重叠群连接起来以获得全长基因组，快速扩增 cDNA 末端来确定基

因组的末端区域。总共从 9位患者中开发了 10条 2019-nCoV基因组序列，其中 8条是完整

的病毒基因组，其余 2条为部分完整基因组。 

研究人员对 9 名患者（其中 8 名曾到过华南海鲜市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以及培养

分离株的样本进行了二代测序。从这些个体获得了完整的和部分的 2019-nCoV基因组序列。

使用 Sanger 测序将病毒重叠群连接起来以获得全长基因组，快速扩增 cDNA 末端来确定基

因组的末端区域。总共从 9位患者中开发了 10条 2019-nCoV基因组序列，其中 8条是完整

的病毒基因组，其余 2 条为部分完整基因组。研究人员对 9 名患者（其中 8 名曾到过华南

海鲜市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以及培养分离株的样本进行了二代测序。从这些个体获得

了完整的和部分的 2019-nCoV基因组序列。使用 Sanger测序将病毒重叠群连接起来以获得

全长基因组，快速扩增 cDNA 末端来确定基因组的末端区域。总共从 9 位患者中开发了 10

条 2019-nCoV基因组序列，其中 8条是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其余 2 条为部分完整基因组。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84%9F%E6%9F%93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9%A2%84%E9%98%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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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和谁最像？ 

获得基因组信息后，研究人员首先横向进行对比，8组完整基因组相似度高达 99.98%，

鉴于病毒易突变的特点，这表明该病毒是最近才感染人类的。 

病毒系统发育树 

基因组分析中使用的样本信息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84%9F%E6%9F%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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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研究人员将完整基因组与已知的冠状病毒基因组库进行纵向对比，这其中也

包括了 SARS病毒和 MERS病毒。 

结果发现，2019-nCoV 与两种 2018 年于中国舟山采集到的蝙蝠来源 SARS 样冠状病毒

bat-SL-CoVZC45 和 bat-SL-CoVZXC21 密切相关（相似度为 88％）。但与 SARS 病毒（相似

度 79％）和 MERS 病毒（相似度 50％）相差较大。系统发育分析表明，2019-nCoV 属于

Betacoronavirus 属的 Sarbecovirus 亚型，在基因上与 SARS病毒相距较远。 

基因差异与致病性有何关联？ 

之前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表明，病毒表面的 S 蛋白影响病毒对生命体的感染与传播。

其中 S蛋白的 S1亚基负责结合细胞表面受体，S2亚基负责帮助病毒进入细胞。而 2019-nCov

与舟山蝙蝠病毒在 S2亚基的相似度达到了 93%，但是在 S1亚基上相似性只有 68%，这提示

了新型冠状病毒在人类感染中的特异性。 

尽管 2019-nCov 与 SARS 病毒结合总体相似性不高，但是在 S1 亚基的受体结合区域相

似度却很高，之前有研究通过计算机辅助分析预测 2019-nCov和 SARS 病毒相似，同样结合

的是 ACE2受体，并且也有细胞实验证明 2019-nCov可以结合 ACE2 受体。 

但是基于研究者对于 SARS 病毒和 ACE2 结合位点的某些氨基酸有较大差异的事实，依

旧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试验证明这些氨基酸突变是否会影响到 ACE2 结合或者改变受体嗜性。 

 

对三种冠状病毒的受体结合域位点分析 

流行病学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同时也对样本来源进行了流行病学分析，9 名患者中的 8 名

曾去过华南海鲜市场，这说明他们可能在市场中直接接触到了感染源，然而剩下一名患者

只是曾经住过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宾馆，这加强了病毒可能通过飞沫传播的证据，当然也

存在不明来源的可能。 

尽管病毒系统发育树表明，2019-nCoV 来源于蝙蝠，但同样也有事实表明存在着蝙蝠

与人之间的中间宿主。 

http://ipsen2017.medsci.cn/ipsen/sporty/show-video/3073/2/0/2018%20DDW-%E7%B2%BE%E7%B2%B9-Part%201
http://ipsen2017.medsci.cn/ipsen/sporty/show-video/3073/2/0/2018%20DDW-%E7%B2%BE%E7%B2%B9-Part%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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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年 12月下旬才收到了有感染病例的消息，然而武汉的蝙蝠在当时已经进入冬

眠。 

2. 华南海鲜市场并未贩卖蝙蝠，但是确实有野生动物出售的现象。 

3. 舟山蝙蝠与 2019-nCov的相似度小于 90%，这说明两者在系统发育树的较远两个分

支上，舟山蝙蝠不大可能是这次疫情的直接来源。 

4. SARS和 MERS的传播途径中可以看到，虽然病毒储库一开始都是蝙蝠，但是都有其

中间宿主才传播至人类。 

研究团队通过对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结构的分析，阐明了其来源和受体结合特性。

本次疫情爆发再次凸显了隐身于野生动物的病毒库对人类的潜在威胁…… 

原文出处：Roujian Lu, Xiang Zhao, Juan Li, et.al. Genomic characterisation 

and epidemiology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mplications for virus origins and 

receptor binding. Lancet January 30, 2020 

 

4、HIV 药物真能作为“利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吗？ 

两周前，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证实他们给予北京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服用抗 HIV 药物

进行治疗，当临床医生忙着想办法控制快速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之时，一种由抗逆转录病

毒药物和流感药物组合而成的强大药物出现了，这或许能成为有效对抗这种冠状病毒感染

的新型防御手段。但科学界对于这种疗法是否真正有效尚无定论，有专家表示，一种特定

的疗法或许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开发出来。 

 

图片来源：medicalxpress.com 

为什么是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被诊断为普通感冒的患者通常会服用我们所熟知的抗病毒药物—达菲来治疗，但季节

性流感不同于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截止到目前为止，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已经在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251-8/fulltext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251-8/fulltext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251-8/fulltext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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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感染了上万人，且造成了大约 42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亡人群都在中国；根据 2004

年 SARS 爆发后所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两周前中国的医生表示，他们一直在利用抗艾滋病

药物对北京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进行治疗。 

研究者指出，药物洛匹那韦(lopinavir)和利托那韦（ritonavir）同时使用时能够减

少患者血液中 HIV 细胞的数量，同时削弱病毒繁殖及攻击宿主免疫系统的能力，研究人员

还将这种疗法与另外一种名为奥司他韦的抗流感药物相结合，他们希望这种混合药物疗法

能够有效削弱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能力。 

新加坡卫生部长 Gan Kim Yong表示，对于公众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保持健康，

这样机体的免疫系统就能提供抵御病毒威胁的强大免疫保护力。在泰国目前有 25例确诊病

例其中一名 71 岁的中国患者在服用上述三种药物后 48 小时内，其检测结果显示阴性。但

泰国的医生呼吁患者一定要谨慎用药，这种药物必须在监督下服用，而且还会产生副作用。 

真的能发挥作用吗？ 

简言之，目前研究人员并不确定，2004 年的研究表明，用于治疗 SARS 患者的抗逆转

录病毒具有潜在的巨大临床益处，1 月 24 日发表在 The Lancet 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报告指

出，对 41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随机试验结果表明这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新加坡的研究人员 Tan Chorh Chuan 表示，目前他们已经开始跟进抗逆转录病毒

的治疗，但他并没有透露治疗结果的细节信息。其它研究则认为这种疗法很有希望，目前

研究人员已经在武汉开始进行相关的临床试验，研究者认为，这些药物似乎是有效的，但

目前他们并不能确定。 

制药企业吉利德表示，他们正在与中国研究人员合作开展临床试验，确定用于治疗 SARS

的药物 remdesivir是否也能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当然了，全新的治疗手段也在开

发之中，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也正在与 Regeneron 制药公司合作开发抵御感染的单克隆

抗体。与此同时，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和巴斯德研究院多个研究结构已经成功在实验室分

离培育出了新型冠状病毒，这或能帮助研究人员揭示新型冠状病毒在细胞中的复制机制，

从而找到该病毒的弱点。 

我们应该怎么做？ 

对于普通人群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健康，这样机体的免疫力就能对病毒感染做

出有效的应对，但对于已经感染的病人而言，医院必须提供一定的支持来有效预防患者并 

图片来源：medicalxpress.com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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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的发生；如果你已经存在潜在的健康问题，那么你机体的防御力会很弱，而且器

官可能会受损，这样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死亡风险就更高一些。 

家庭疗法和庸医 

关于家庭和传统疗法的错误信息再互联网上到处都是，最初有人认为，由金银花和开

花植物所制成的液体能够有效抑制病毒，从而引发了中国人群的疯狂购买，研究人员就提

出了这种疗法的潜在副作用，而中国官方媒体显得更加谨慎，目前在印度已经报答了 3 例

确诊患者，而印度政府大肆宣传利用传统的顺势疗法和印度草药疗法来治疗这种感染，当

然了，很多疗法的疗效尚无定论，医生仍然建议患者在医院接受隔离并治疗。 

在澳大利亚，传统的重要被吹捧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神药，而在泰国，社交媒

体则建议在人的口腔中喷洒杀菌剂来预防人群间病毒的传染和传播。 

原文出处：HIV drugs touted as weapon in war on coronavirus 

 

5、科学家们集中研究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的潜伏期 

上周末（2020年 1月 25日），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主任马晓伟（Ma Xiaowei）宣布，

研究人员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的潜伏期（incubation period）    感染者出现症

状所需的时间---可长达 14 天。他还表示，在这种潜伏期内，似乎至少有一些患者可以传

播这种病毒。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图片来自 Wikipedia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德国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慕尼黑施瓦宾医院、柏林大学和

德国联邦国防军微生物学研究中心的 16名医生描述了一个涉及一名德国患者的病例，这名

患者明显是从上海来访的一个无症状的商业伙伴那里感染了这种病毒（2020年 2月 5日编

者注：最新新闻表明，这些研究人员并未与这名从上海来访的商业伙伴联系过，实际上这

名商业伙伴在德国就已出现相关症状，因此，并不是无症状感染者）。相关研究结果于 2020

年 1 月 30日以通讯文章（Correspondence）的形式发表在 NEJM期刊上，论文标题为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2-hiv-drugs-touted-weapon-w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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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ssion of 2019-nCoV Infection from an Asymptomatic Contact in Germany”。 

    这些发现增加了一种可能性，即早在人们知道自己感染了 2019-nCoV 之前，他们就可

以传播这种病毒。 

    就目前而言，科学家们对在 2019-nCoV潜伏期会发生什么知之甚少，但是他们正在寻

找一些确定性的特征，比如这种病毒倾向于从哪里入侵人体，它最终最有可能在哪里站稳

脚跟以及它如何影响免疫系统。 

    要引起感染，病毒必须侵入细胞并开始复制。病毒在体内传播的速度取决于病毒的生

命周期。研究过 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疫情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

分校流行病学家 Tim Sheahan说，“对于 SARS-CoV病毒而言，它的生命周期不到 24小时：

病毒颗粒可以影响宿主细胞，然后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会释放数千个后代。这就是这种

病毒能够进行指数生长的方式。”最终，这种病毒导致细胞膜重新排列并促使多个细胞融

合在一起。这会对宿主组织造成足够的损伤，从而破坏免疫系统，并在患者开始抵抗感染

时触发引起症状的反应。 

    诸如 SARS-CoV和 MERS-CoV之类的冠状病毒特别擅长逃避免疫检测并减弱免疫反应。

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何它们比诸如流感病毒（潜伏期仅有一到四天）之类的病毒感染具有更

长的潜伏期---平均为两到七天，但可持续长达两周。目前尚不清楚 2019-nCoV如何影响免

疫系统。 

尽管美国的科学家们可能很快就会获得 2019-nCoV的样本以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但

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能通过分析中国科学家们已发表的流行病学和遗传数据来研究这种病

毒。了解这种病毒潜伏期的特征对于制定公共卫生措施，帮助研究人员和医师确定患者应

当何时隔离以及隔离多长时间至关重要。 

在一篇于 2020年 1月 30日发表在预印本服务器 medRxiv上的标题为“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2019-nCoV infections among travellers from Wuhan, China”的文章中，来

自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基于武汉市以外的 34 位患者的数据，估计这

种病毒的潜伏期从 1天到 11天以上不等，平均约为 6天。但是，科学家们有几个问题，这

些问题只有在能够研究真实的病毒后才能加以解答。 

一种方法是使用动物模型来观察病毒如何通过呼吸道传播。一直在追踪 2019-nCoV数

据的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医学分校病毒学家 Vineet Menachery说，“你在哪里被感染和病毒

真正在哪里引起感染”对于感染的严重程度和传染性至关重要。他指出，在下呼吸道中复

制的病毒通常更为严重，但在上呼吸道中复制的病毒可能更容易传播。 

病毒在哪里复制也对如何对患者进行疾病筛查带来影响。Menachery 说，“全世界主

要的筛查方法是（寻找）较高的体温和呼吸系统疾病。”但是有可能患者被感染而没有表

现出这些症状。如果 2019-nCoV在上呼吸道中复制，那么就可以使用鼻拭子筛查可能具有

高度传染性的患者，即使他们没有症状，也是如此。 

Buchmeier说，2019-nCoV有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入侵人体。他说，“你可能会认为这是

一种仅影响呼吸道的疾病。”这种因为这种病毒主要引起呼吸道症状。“但实际上，它可

能通过任何粘膜表面进行感染。我们不知道基于不同途径感染的潜伏期有何不同。”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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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achery说，他还计划在人呼吸道细胞系中研究这种病毒如何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

他和他的团队希望通过开展体外实验确定这种病毒使用什么工具来逃避免疫系统，以及人

体需要多长时间来发起免疫反应。他们将根据这些问题的答案来确定他们是否可以在暴露

于感染之前激发免疫系统，这是开发疫苗的关键。 

科学家们都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是，即使没有接触到这种病毒，有关它的信息在科学界

的传播速度也比以前的疫情快得多。Sheahan说，“从现在开始的六个月里，许多事情将

变得越来越清晰。” 

    原文出处： 

1.Camilla Rothe et al. Transmission of 2019-nCoV Infection from an      

Asymptomatic Contact in Germany. NEJM, 2020, doi:10.1056/NEJMc2001468. 

2.Jantien A. Backer et al.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2019-nCoV infections  among 

travellers from Wuhan, China. medRxiv, 2020, doi:10.1101/2020.01.27.20018986. 

3.Scientists Zero in on the Novel Coronavirus’s Incubation Period 

https://www.the-scientist.com/news-opinion/scientists-zero-in-on-the-novel-cor

onavirus-incubation-period--67045 

 

6、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石正丽课题组发表 Nature 发文揭示正在中国肆

虐的肺炎疫情很可能由蝙蝠起源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冠状病毒已引起两次大规模疫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

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一般认为，主要在蝙蝠中发现的 SARS 相关冠状病毒（SARSr-CoV）

可能会导致未来疫情暴发。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湖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报道了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一系列病因不明的肺

炎疫情。从当地的一家海鲜市场开始，到 2020年 1月 26日为止，疫情已蔓延至中国有 2050

人感染，其中 56人死亡，其他 11个国家有 35人感染。相关研究结果于 2020年 2月 3日

在线发表在 Nature期刊上，论文标题为“A pneumonia outbreak associated with a new 

coronavirus of probable bat origin”。重要的是，Nature期刊在 2020年 1月 20年收

到这篇论文的手稿，1月 29日就接受了这篇论文，并以“加快评审文章（Accelerated Article 

Preview）”的形式在线发表了这篇论文。论文通讯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

丽（Zheng-Li Shi）研究员。 

    这些患者的典型临床症状是发烧、干咳、呼吸困难、头痛和肺炎。疾病发作后可因肺

泡损伤导致进行性呼吸衰竭（如横向胸部 CT图像所观察到的那样），甚至死亡。根据临床

症状和其他标准，包括临床体温升高，淋巴细胞和白细胞减少（有时白细胞正常），胸部

X光片上出现新的肺部浸润，三天抗生素治疗无明显好转，临床医师将这种疾病确定为病

毒性肺炎。大多数早期病例似乎都与最初的那家海鲜市场有接触史，但是如今这种疾病已

发展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在疫情开始时就进入了重症监护病房（ICU）的 7名重症肺炎患者（其中有 6名是海鲜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c2001468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c2001468
https://doi.org/10.1101/2020.01.27.20018986
https://doi.org/10.1101/2020.01.27.20018986
https://www.the-scientist.com/news-opinion/scientists-zero-in-on-the-novel-coronavirus-incubation-period--67045
https://www.the-scientist.com/news-opinion/scientists-zero-in-on-the-novel-coronavirus-incubation-period--67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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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销售者或送货者）的样本被送至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WIV）实验室进行病原体

诊断。考虑这次疫情发生的环境与 SARS相同，即在冬季和在一家海鲜市场里，石正丽及其

课题组在冠状病毒（CoV）实验室中首先使用泛冠状病毒 PCR引物来测试这些样本。他们发

现了 5个 PCR阳性样本。通过使用下一代测序（NGS）对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收

集的样本（WIV04）进行宏基因组分析以鉴定潜在的病原体。 

    在总共 10038758个读取片段（read），或者说人类基因组过滤后的总共 1582个读取

片段中，有 1378 个读取片段与 SARSr-CoV序列相匹配（图 1a）。通过从头组装和靶向 PCR，

他们获得了一个大小 29891bp的冠状病毒基因组，它与 SARS-CoV BJ01（GenBank登录号

AY278488.2）具有 79.5％的序列一致性（sequence identity）。将这些 1582个读取片段

与所获得的基因组进行重新映射可取得较高的基因组覆盖。这个基因组序列已被提交

GISAID 网站（登录号 EPI_ISL_40212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名称，他们暂时将

它称为新型冠状病毒 2019（2019-nCoV）。随后从其他四名患者中使用下一代测序和 PCR

获得了另外四个 2019-nCoV全长基因组序列（WIV02，WIV05，WIV06 和 WIV07）（GISAID

登录号 EPI_ISL_402127-402130），彼此之间的一致性高于 99.9％。 

 

图 1.2019-nCoV 的基因组特征，图片来自 Nature, 2020, 

doi:10.1038/s41586-020-2012-7 

2019-nCoV基因组由冠状病毒共有的 6个主要的开放阅读框（ORF）和一些其他的附属

基因组成（图 1b）。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一些 2019-nCoV基因与 SARS-CoV在核苷酸序列

上的一致性低于 80％。然而，用于冠状病毒物种分类的开放阅读框 ORF1ab中的七个保守

性复制酶结构域在 2019-nCoV和 SARS-CoV之间具有 94.6％的氨基酸序列一致性，这意味

着这两者属于同一病毒物种。 

    他们随后从蝙蝠冠状病毒 BatCoV RaTG13 中发现了一个短的 RdRp 区域，这个区域之前

在云南省的中华菊头蝠（Rhinolophus affinis）中检测到，它与 2019-nCoV具有高度的序

列一致性。他们对这种 RNA病毒样本（GISAID登录号 EPI_ISL_402131）进行全长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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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ot 分析显示，2019-nCoV在整个基因组中与 RaTG13非常相似（图 1c），全基因组序

列一致性为 96.2％。 

    通过使用 2019-nCoV、RaTG13、SARS-CoV和先前报道的蝙蝠 SARSr-CoV的比对基因组

序列，在 2019-nCoV基因组中未检测到重组事件发生的证据。对全长基因组、RNA依赖性

RNA 聚合酶（RdRp）基因和 S基因序列的系统进化树分析均显示 RaTG13 与 2019-nCoV存在

最密切的亲缘关系，但与其他 SARSr-CoV形成不同的谱系（图 1d）。2019-nCoV的编码受

体结合蛋白---刺突蛋白（S）---的基因除了与 RaTG13的 S基因具有 93.1%的核酸序列一

致性外，与其他冠状病毒高度不同，与所有先前描述的 SARSr-CoV 的核苷酸序列同一性低

于 75％。2019-nCoV的 S基因和 RaTG13 的 S基因比其他 SARSr-CoV 要长。与 SARS-CoV相

比，2019-nCoV的 S蛋白的主要区别是 N末端结构域中的三个短插入序列和受体结合基序

中的 5个关键氨基酸残基有 4个发生了变化。2019-nCoV的 S蛋白在 N末端结构域的插入

序列是否具有像 MERS-CoV那样的唾液酸结合活性需要进一步研究。2019-nCo与 RaTG13存

在密切的系统进化关系为 2019-nCoV 起源于蝙蝠提供了证据。  

    他们基于 S基因的受体结合结构域（不同冠状病毒基因组中变化最大的区域）快速开

发了一种 qPCR检测方法（图 1c）。他们的数据显示，针对这种检测方法设计的引物可以

将 2019-nCoV与所有其他人类冠状病毒（包括与 SARS-CoV存在 95％一致性的蝙蝠

SARSr-CoV WIV1）区分开。在这 7例患者中，他们在针对 qPCR和常规 PCR测试的首次采样

期间，在 6个 BALF样本和 5个口腔拭子样本中检测到 2019-nCoV阳性。但是，在第二次采

样期间，他们在来自这些患者的口腔拭子、肛门拭子和血液中不再检测到 2019-nCoV阳性

（图 2a）。他们必须指出，包括 RdRp 或 E 基因在内的其他 qPCR 靶标可能用于常规检测。

基于这些发现，他们认为这种疾病应当通过呼吸道传播，但是如果将研究扩大到更多的患

者，他们不能排除其他的传播可能性。 

 

图 2.对患者样本进行分子和血清学研究，图片来自 Nature, 2020, 

doi:10.1038/s41586-020-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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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 2019-nCoV进行血清学检测，他们使用了先前开发的蝙蝠 SARSr-CoV Rp3核衣

壳蛋白（NP）作为 IgG和 IgM ELISA 测试中的抗原，这种核衣壳蛋白与 2019-nCoV的核衣

壳蛋白具有 92％的氨基酸一致性，结果表明与除了 SARSr-CoV之外的其他人类冠状病毒不

存在交叉反应。作为研究实验室，他们只能从这 7名病毒感染患者中获得了 5个血清样本。

他们在疾病发作后的第 7、8、9和 18 天监测了其中的一名患者（ICU-06）的病毒抗体水平，

结果观察到明显的 IgG和 IgM抗体滴度增加趋势（在最后一天下降）（图 2b）。在第二项

实验中，他们在疾病发作后约 20天左右对这 7例病毒阳性患者中的 5例进行了病毒抗体检

测。所有患者样本而不是健康人样本，均显示较强的病毒 IgG阳性（图 2b）。他们还发现

了三个 IgM阳性样

本，这表明是急性

感染。 

    他们随后使用

了来自ICU-06患者

的 BALF 样本在

Vero 细胞和 Huh7

细胞中成功分离出

了这种病毒（名为

2019-nCoV 

BetaCoV/Wuhan/WI

V04/2019，下称毒

株 WIV04）。在培养

三天后，在细胞中

观察到明显的致细

胞病变作用。通过

使用交叉反应性病

毒核衣壳蛋白抗体

进行免疫荧光显微

镜检查、通过宏基

因组测序表明它的

大多数读取序列可

映射到 2019-nCoV

基因组以及qPCR测

试表明病毒载量从

第 1 天到第 3天发

生增加，毒株 WIV04的身份

在 Vero E6 细胞中得到了验

证。 

图 3.对 2019-nCoV受体使用进行分析，图片来自 Nature, 

2020, doi:10.1038/s41586-020-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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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子显微镜下，受感染细胞的超薄切片中的病毒颗粒显示出典型的冠状病毒形态。

为了进一步确认病毒 IgG阳性样本的中和活性，他们使用 5个 IgG 阳性患者血清在 Vero E6

细胞中进行了血清中和测定。他们证实所有血清样本均能够以 1：40～1：80的稀释度中和

120 TCID50 2019-nCoV。他们还发现，这种病毒可以被马抗 SARS-CoV血清在 1:80的稀释

度下交叉中和，但与 SARS-CoV抗体交叉反应的潜力需要通过人抗 SARS-CoV血清加以验证。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II（ACE2）被认为 SARS-CoV的细胞受体。为了确定 2019-nCoV是

否也将 ACE2作为细胞进入受体，他们使用表达或不表达人类、中华菊头蝠、果子狸、猪和

小鼠的 ACE2蛋白的 HeLa细胞进行了病毒感染性研究。他们发现 2019-nCoV能够使用除小

鼠 ACE2 以外的所有其他物种的 ACE2 蛋白作为表达 ACE2的细胞中的进入受体，但在不表达

ACE2 的细胞中不会如此，这表明它很可能是 2019-nCoV的细胞受体（图 3）。他们还证实

2019-nCoV不使用其他的冠状病毒受体：氨基肽酶和二肽基肽酶 4。 

这项研究提供了关于 2019-nCoV 的第一份详细报道，其中 2019-nCoV 是造成中国中部

武汉市正在发生的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疫情的可能病因。在所有测试的患者中观察到的病毒

特异性核苷酸阳性和病毒蛋白血清转化提供了这种疾病与这种病毒的存在之间存在关联性

的证据。但是，仍然有许多紧急问题需要解决。尚未通过动物实验来证实 2019-nCoV 与这

种疾病之间的关联性以充分符合科赫法则（Koch's Postulates）。他们还不知道这种病毒

在宿主之间的传播途径。这种病毒似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人们应当

密切监视这种病毒是否继续演变成更强的毒性。由于缺乏特异性治疗，并考虑到 SARS-CoV

与 2019-nCoV之间的亲缘性，一些针对 SARS-CoV的药物和临床前疫苗可能可以用于抵抗这

种病毒。最后，考虑到 SARSr-CoV 在它们的天然病毒库中的广泛传播，未来的研究应当集

中在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对它们进行主动监视。从长远来看，应当为这类病毒引起的未来新

兴传染病准备广谱抗病毒药物和疫苗。最重要的是，应对野生动物的驯养和消费制定严格

的法规。 

    原文出处： Peng Zhou et al. A pneumonia outbreak associated with a new 

coronavirus of probable bat origin. Nature, 2020, doi:10.1038/s41586-020-2012-7. 

 

7、实验性抗病毒药物或有望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在中国抗击冠状病毒感染

爆发之际，研究人员将在中国进

行一项临床试验，来测试一种实

验性的抗病毒药物抵御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有效性和潜力。 

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

能用来帮助治疗诸如埃博拉和

SRAS 等传染性疾病，近日，来

自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研究人

员将会分析该药物是否能够有 图片来源：medicalxpress.com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012-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012-7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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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这项试验将会在武汉进行，这次疫情爆发的中心城市—武汉

目前已经有超过 1.7 万确诊病例（此前数据），而且有超过 360 人发生了死亡，研究人员

将会招募 270名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轻中度肺炎患者进行临床研究。 

制药商吉利德公司在一份声明中标识，世界上并没有任何药物监管机构批准使用瑞德

西韦，但由于目前并没有被批准的疗法，所以这种药物才会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患者，目前吉利德公司正在与中国卫生官员合作，组织开始临床试验，从而确定该药

物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机体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与此同时，中国卫生监管机构也推荐使用 HIV药物洛匹那韦（Kaletra）来作为新型冠

状病毒的抗病毒治疗药物，目前该药物的临床试验也正在筹备中。上周日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又发现了 3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这使得美国感染总人数上升到了 11例；据 WHO

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以外的至少 23个国家有 146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原文出处： 

Experimental antiviral drug to be tested against new coronavirus 

A clinical trial to test an experimental antiviral drug's effectiveness against 

the new coronavirus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a as it battles a coronavirus outbreak 

there. 

The drug Remdesivir—created to fight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Ebola and 

SARS—will be tested by a medical team from Beijing-based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a hospital spokeswoman told Bloomberg News. The trial will be conducted 

in the central Chinese city of Wuhan, the epicenter of the outbreak that has sickened 

more than 17,000 people and killed more than 360 in China. Researchers will recruit 

up to 270 patients with mild and moderate pneumonia caused by the virus, according 

to Chinese news outlet The Paper, Bloomberg News reported....... 

 

8、阻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新思路：揭示病毒是如何从动物传播给

人类的？ 

随着新型灌装病毒感染死亡人

数的增加，人们自然而言会担心起

来，这种病毒在人类中到底传播有

多远？另一种这样的病毒会不会又

凭空出现？由于持续的森林砍伐，

对野生动物的猎杀以及对家畜的照

料，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肯定不会是

最后一种从野生动物感染到人类机

体的致命性病毒，实际上，野生蝙

蝠和灵长类动物体内存在大量与

SARS 和 HIV密切相关的病毒，当人 图片来源：hu.wikipedia.org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2-experimental-antiviral-drug-coronavir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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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与野生动物接触时，栖息在这些动物体内的病原体也会扩散到人类机体中，有时候就会

造成致命性的影响。 

太阳下没有新病毒？ 

大多数对人类而言新出现的“突发性”病毒实际上是其它物种的常居民，在某些情况

下，动物宿主已经与病毒达成了和平共处的状态，就好像蝙蝠的情况一样，而在其它情况

下，这些病毒在野生动物宿主体内和人类体内一样致命，就像是黑猩猩和其机体中的免疫

缺陷病毒一样，人类的活动增加了野生动物机体中的病毒蔓延到人类机体中的速度，特别

是蝙蝠。森林的砍伐使得蝙蝠更加接近人类的栖息地，从而导致了埃博拉病毒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的反复传播和扩散，当然了，野生动物的贸易也给人类带来了 SARS，因为蝙蝠

会将其体内的病毒传染给圈养在动物市场的果子狸，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在卡梅隆被狩猎

的黑猩猩给人类带来了 HIV，很有可能就是人类在处理受感染的尸体时发生了意外。 

而其它最近出现的病毒也会通过家养动物从蝙蝠身上传播到我们身上，亨德拉病毒和

尼帕病毒就分别于 1994年从果蝠、1999年通过马和猪来传播的；2012年，MERS病毒就从

骆驼传染给了人类，而骆驼是在最初的几百年前从蝙蝠身上感染了这种病毒，人类在饲养

马和骆驼时，间接地感染了亨德拉病毒和 MERS。在更久远的过去，研究人员已经证实，农

业动物和家畜会给人类带来最致命的病原体；比如在几百年前，天花就从骆驼身上传播开

来，麻疹从牛身上传播过来，这些病毒的感染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一直伴随着我们人类。

直到最近，大多数儿童都受到了感染，如果没有疫苗，这些病毒将仍然是影响儿童健康甚

至致命的关键部分。 

虽然科学家们还不清楚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物种起源，但该病毒出现在一个包含多种

野生动物售卖市场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会传播多远？ 

科学家们通过统计学 R0 策略来量化病毒的传播能力，R0 能够测定每个感染者感染的

平均人数，当每个携带病毒的人感染了不止一个人（R0 大于 1），病毒就可以无限传播，

当每个感染者平均感染的人数少于 1 时，结果就会令人满意，诸如此类病毒可能在人体内

会短暂传播，但最终将会从人群中消失。 

目前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 R0 为 1.4-2.5 之间，这就意味着其能够无限扩散下去，

作为比较，季节性流感病毒的 R0 的中值为 1.28，这一比率使得其能够每年在全球范围内

传播。R0是一个变化迅速的动态参数，病毒的传播速率可以因病毒对人类的进化和适应而

图片来源：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Contrib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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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也可以因人类行为和技术的变化而下降。 

比如，在最近的西非埃博拉疫情中，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最终造成了 28，000 多

人发生感染，在这段时间里，病毒在进化中变得更擅长附着在人类细胞上，而在附着在蝙

蝠细胞上则变得更糟糕；随着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这种适应人类的病毒种系灭绝了；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效仿并适应人类，从而增加其传播能力。 

人类行为的改变会降低病毒的传播力 

人类可以通过减少病毒传播的行为改变来对抗病毒进化的影响，比如当 SARS首次出现

时，其传播迅速，R0 很高，最终在全世界造成 8098 例感染者和 774 例死亡患者。然而，

SARS 并没有正确的物质来无限传播，很快科学家们就清楚地认识到，受感染的人直到出现

严重头痛和肌痛等早期症状后才具有传染性，因此，受感染的人可以很容易地进行自我诊

断，并在感染任何人之前住进医院，因此，其 R0就会下降到小于 1，这就能确保病毒被根

除。 

与 SARS一样，埃博拉病毒具有可怕的致命性和传染性，其并不具备在人类机体上持久

存在的合适条件，而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接触感染者的体液传播，但不能通过打喷嚏或咳

嗽在远处传播。西非人群的埋葬传统对该病毒的早期和快速暴发有重要贡献，因为家庭成

员直接处理死者的尸体。当人们开始避免接触感染者(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去世的)的体液时，

埃博拉病毒的传播率骤降至 R0<1；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农村，如果没有新开发的治疗方法和

疫苗的帮助，埃博拉病毒的 R0也会因为行为的改变而降低。截止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和医

护人员在控制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方面似乎没有那么幸运，因为该病毒甚至在症状出现之前

就具有传染性。然而，如果我们遵循预防感冒和流感感染的常规程序，如自我隔离、洗手

和避免接触他人的细菌，那么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肯定会减少。 

除了行为的改变呢？ 

医疗技术的变革可能会为未来新型疗法的开发带来帮助，目前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

便携式的检测工具，即VereCoV检测盒，其能在两个小时内有效区分SARS、MERS和2019nCoV，

而长期的技术努力或许最终为患者带来新型疫苗的接种和药物治疗手段。控制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和传播的风险很高，如果卫生官员们能通过改变行为或技术手段来减少病毒向 R0小

于 1改变，我们就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消灭 SARS，甚至在局部地区消灭埃博拉病毒的感染。 

但如果病毒继续以目前的速度传播，或者在通过进化加快其传播速度，那么这种新型

冠状病毒很有可能会与人类同在；这种病毒会加入到人类数千年来从猎杀或驯化的动物中

积累的持久性病毒的行列中，这或许就需要个人行为的改变、对公共卫生的投资、新技术

的不断革新，相信通过我们通力合作，最终成功打赢这场防疫战斗。 

原文出处： 

1、Dennis Carroll， Peter Daszak， Nathan D. Wolfe， et al. The Global Virome 

Project， Science  23 Feb 2018： Vol. 359， Issue 6378， pp. 872-874 DOI： 

10.1126/science.aap7463 

2、Complexity of the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R0)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xi-jun-fei-bian-ma-RNA-de-xi-tong-fa604804.html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8/872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8/872
https://wwwnc.cdc.gov/eid/article/25/1/17-1901_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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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tatement on the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Emergency Committee regarding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4、Summary of probable SARS cases with onset of illness from 1 November 2002 

to 31 July 2003 

5、Origins of major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s 

6、A clue to stopping coronavirus： Knowing how viruses adapt from animals to 

humans by Frederick Cohan， Kathleen Sagarin and Kelly Mei， The Conversation 

 

9、最新进展！德国科学家发现症状较轻的患者也能够传播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大学医学院（Charité-Universitätsmedizin 

Berlin）、德国联邦国防军微生物研究所和和慕尼黑施瓦宾诊所的研究人员发现即便是从

症状轻微的患者那里获得鼻咽拭子样本，传染性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也可这些鼻

咽拭子样本中分离出。他们因此得出结论，即使症状较轻的患者也能够传播这种病毒。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图片来自 Wikipedia 

自从德国确认第一例 2019-nCoV 感染病例以来，柏林夏里特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和

德国联邦国防军微生物研究所一直在支持诊断工作。这两个研究所彼此独立运作，会定期

监测目前在慕尼黑施瓦宾诊所接受治疗的患者的病毒脱落情况。在这些研究过程中，这些

研究人员发现在几例病例中，从症状轻微的患者身上获得的鼻咽拭子样本中分离出传染性

的 2019-nCoV 病毒，所分离的病毒能够在细胞培养物中复制。这些患者的症状第一时间让

人想起普通感冒而不是严重的肺炎。这两个研究所同时开展的研究也发现了证据表明新型

冠状病毒 2019-nCoV不仅在肺部复制，而且也在鼻子、喉咙和肠道中复制。 

    他们的综合观察表明，即使是有轻微或早期感冒症状（喉咙痛，鼻窦炎的迹象，轻微

https://www.who.int/news-room/detail/23-01-2020-statement-on-the-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2005)-emergency-committee-regarding-the-outbreak-of-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https://www.who.int/news-room/detail/23-01-2020-statement-on-the-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2005)-emergency-committee-regarding-the-outbreak-of-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https://www.who.int/csr/sars/country/table2004_04_21/en/
https://www.who.int/csr/sars/country/table2004_04_21/en/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05775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2-clue-coronavirus-viruses-animals-humans.html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2-clue-coronavirus-viruses-animals-humans.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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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而无发烧）的患者也可以传播这种病毒。 

    这项研究由柏林夏里特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所长 Christian Drosten 教授、德国联

邦国防军微生物研究所的 Roman Wölfel博士和慕尼黑施瓦宾诊所传染病与热带医学系主任

Clemens Wendtner 教授领导。 

    对于柏林夏里特大学医学院来说，重要的是毫不拖延地公布这些针对 2019-nCoV 的最

新研究结果。这些研究人员的发现已上报给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和医疗能力与严重后果

传染病治疗中心常设工作组（Permanent Working Group of Medical Competence and 

Treatment Centers for High Consequence Infectious Diseases）。他们的数据正准备

在一家科学期刊上发表。 

    原 文 出 处 ： 1.New insights into the transmissibility of the virus 

https://www.charite.de/en/service/press_reports/artikel/detail/novel_coronavir

us_infectious_virus_detected_in_the_nose_and_throat_of_patients_with_mild_symp

to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