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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最新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共识信息发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辑） 

2020 年第 3 月版 

尊敬的各位老师，大家好! 

图书馆从近期到馆的中文期刊中筛选出了一批和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最新

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共识》信息，供各位老师作为临床参考，有需要

的老师可到图书馆阅览室借阅参看原文。 

序号 篇      名 杂志名称 年.卷(期):页码 

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心功能不全诊治专

家建议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网络优先发表) 

2 
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血液净化治疗

流程的专家建议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网络优先发表) 

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的肠内肠外营

养治疗专家建议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网络优先发表) 

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防

治建议（试行）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网络优先发表) 

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处理快速指引建议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网络优先发表) 

7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医学营养

治疗专家建议》解读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网络优先发表) 

8 
成人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气道管理

推荐意见（试行）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网络优先发表) 

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核酸检测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网络优先发表) 

10 
北京协和医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诊疗建议方案（V2.0） 
中华内科杂志 2020.59(03):186-188 

1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非疫区胸外科临床工作

建议 
中华外科杂志 2020.58(网络预发表) 

1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背景下普通外科诊疗防

控工作建议 
中华外科杂志 2020.58(网络预发表) 

13 
主动脉急症患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

的防控和治疗策略建议 
中华外科杂志 2020.58(网络预发表) 

1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地区乳腺疾病 中华外科杂志 2020.58(网络预发表)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3295.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3295.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777.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777.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269.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269.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450.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450.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448.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149.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149.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143.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143.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140.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658.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658.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6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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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管理策略 

1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胰腺外科患者诊

疗及感染防控策略探讨 
中华外科杂志 2020.58(网络预发表) 

16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巴德-吉亚利综合

征患者的治疗策略 
中华外科杂志 2020.58(网络预发表) 

17 
儿童消化内镜中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防控方案（试行） 
中华儿科杂志 2020.58(网络预发表) 

18 
儿童 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诊断与防治

建议（试行第一版） 
中华儿科杂志 2020.58(网络预发表) 

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非免疫规划疫

苗延迟接种安全性和有效性分析及建议 
中华儿科杂志 2020.58(网络预发表) 

20 
儿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断、治疗和预防

专家共识(第一版) 

中华实用儿科

临床杂志 
2020.35(2):81-85 

2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孕产妇分娩期管理建议 
中华妇产科杂

志, 
2020.55(网络预发表) 

22 
妊娠期与产褥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专家建

议 

中华围产医学

杂志 
2020.23(2):73-79. 

23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疾

病诊疗方案（试行第一版） 

中华结核和呼

吸杂志 
2020.43(网络预发表) 

2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放射学诊断：中华医

学会放射学分会专家推荐意见（第一版） 

中华放射学杂

志 
2020.54(网络预发表) 

2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像学检查院内感染防

控管理：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推荐意

见（第一版） 

中华放射学杂

志 
2020.54(网络预发表) 

26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心血管急

危重症患者临床处理原则的专家共识 

中华心血管病

杂志 
2020.48(网络预发表) 

27 老年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要点(试行) 
中华老年医学

杂志 
2020.39(02):113-118 

28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院前急救转运方案 
中华急诊医学

杂志 
2020.29(网络预发表) 

29 防护型口罩临床医疗应用专家共识 
中华急诊医学

杂志 
2020.29(网络预发表) 

3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体外膜肺氧合支持治疗

专家共识 

中华急诊医学

杂志 
2020.29(网络预发表)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677.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780.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780.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79587.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79587.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125.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125.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735.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735.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3313.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686.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686.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115.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115.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1341.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1341.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1341.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581.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581.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324.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79573.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286.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272.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2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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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JAMA 从 72314 例最全临床报告，看新冠肺炎防控的中国经验！ 

导读：武汉封城 1 个多月以来，新冠肺炎在我国的流行经历了缓慢攀升和迅

速爆发阶段，目前终于迎来了现有确诊人数不断下降的有效控制时期，这得益于

中国人民抗疫兵贵神速、万众一心。如今，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四起，作为先行者，

我们有责任总结并分享抗疫经验，与各国共同争取最终的胜利。 

2 月 24 日，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吴尊友等在顶级医学期刊 JAMA 上发表评论，

总结了中国 72314 例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现阶段防疫抗疫措施，旨在展望

进一步阻断疫情扩散的措施，为同陷于新冠肺炎之灾的各国提供经验参考。 

3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间上海市急诊、

ICU质控工作指导性意见（第一版） 

中华急诊医学

杂志 
2020.29(网络预发表) 

3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合并急性肾损伤诊治专

家共识 

中华肾脏病杂

志 
2020.36(网络预发表) 

33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关于血液净化中

心（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防控建议（试

行第 1版） 

中华肾脏病杂

志 
2020.36(网络预发表) 

34 
慢性肾脏病患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防控

建议 

中华肾脏病杂

志 
2020.36(网络预发表) 

35 
儿童血液净化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

建议（试行第 1版） 

中华肾脏病杂

志 
2020.36(网络预发表) 

36 
重型和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和治

疗专家共识 

中华危重病急

救医学 
2020.32(网络预发表)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273.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273.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3310.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3310.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79582.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79582.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79582.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592.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0592.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79584.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79584.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606.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6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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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14 例新冠肺炎病例流行病学特征，1%为无症状感染，致死率 2.3% 

截至 2 月 11 日，全国共有 72314 例相关病例资料记录在案，其中：44672

例（62%）为经咽拭子病毒核酸检测为阳性的确诊病例；16186 例（22%）为仅

通过症状和暴露史鉴别的疑似病例；10567 例（15%）为临床诊断病例，即仅通

过症状、暴露史、肺部影像学结果确诊，这一诊断策略仅用于武汉；以及，889

例（1%）为核酸检测阳性但无新冠肺炎表现的无症状感染者。 

多数患者（87%）年龄在 30-79 岁之间，少部分（1%）为婴幼儿。多数确诊

病例位于湖北省（75%）或有与武汉相关人员的暴露史。大部分患者为轻症

（81%），几乎不会出现肺炎症状；约 1/7 为重症患者，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

呼吸频率≥30/ min、血氧饱和度≤93％，和/或在 24 至 48 小时内肺部浸润> 50％）；

5%为危重患者，出现呼吸衰竭、败血性休克和/或多器官功能衰竭等症状。 

新冠肺炎总死亡率为 2.3%，与年龄相关。9 岁以及下婴幼儿无死亡，70-79

岁成年人死亡率 8.0%，80 岁及以上死亡率为 14.8%。死亡病例集中在危重病例

中，轻症患者不会死亡。伴有基础疾病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升高，死亡率在伴

有心血管疾病时为 10.5%、糖尿病为 7.3%、慢性呼吸道疾病为 6.3%、高血压为

6.0%以及癌症为 5.6%。 

在 44672 例确诊病例中，1716 例为医护人员（3.8%），其中 1080 人（63%）

在武汉被感染。在确诊的医护人员中，危重症比例较普通人群更高（14.8%），

已有 5 人在医护前线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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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短短 30 天内波及全国，其传播范围之广、感染速度

之快令人震惊，同时也为各地医疗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流行病学曲线显

示，新冠肺炎的爆发呈现出一种混合态势：早期主要是通过华南海鲜市场人畜共

患的方式累积感染人群基础，而后期主要通过人传人实现大规模的迅速爆发。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曲线 

 （2）COVID-19 与 SARS 和 MERS 的比较 

新冠肺炎的爆发与之前的两场人类冠状病毒感染事件，SARS 和 MERS，相

似而不同。三者起源类似，均从冠状病毒的人畜共患起始；症状类似，均表现为

发热和咳嗽，高龄和基础疾病的加持使得患者更容易发展为预后不良的肺炎；诊

断方式类似，确诊病毒感染通过咽拭子核酸检测，但临床诊断通常依靠暴露史、

症状和肺部影像学手段。 

   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官方资料显示，2003 年 6 月 5 日 SARS 疫情被完全控

制，总共波及 29 个国家 8096 人，造成 774 例死亡，死亡率为 9.6%；MERS 至

今未得到控制，总共波及 27 个国家 2494 人，造成 858 例死亡，死亡率为 34.4%；

而截至 2020 年 2 月 18 日，中国报道 72528 例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为 2.6%。 

由于轻症和无症状患者的诊断存在一定难度，以及实际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的的诊断试剂盒，都限制了新冠肺炎患者的完全筛查，实际感染人数应大于目前

的统计数字，而死亡率应低于 2.6%。并且，鉴于湖北省死亡率（2.9%）与其他

地区死亡率（0.4%）存在巨大差异，如何正确理解总死亡率这一数值尚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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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和 MERS 的次级传播多数发生在医院中，新冠肺炎也不例外。截至

2020 年 2 月 11 日，共有 3019 名医护工作者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其中确诊 1716

例，死亡 5 例。 

   然而，新冠肺炎传播的主要途径依然是密切接触。目前，在湖北以外的 20 多

个省市发现了 1183 例群集性感染事件，其中 88%的事件中有 2-4 人被传染，64%

的群集性感染都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尽管不少研究陆续提出了新冠肺炎的基本

繁殖数 R0（一人能传染多少人），但目前得出结论为时尚早。 

（3）针对新冠肺炎爆发所采取的措施 

   2003 年非典以后，中国政府对流行病爆发的响应能力大大提升。首先表现在

对此类事件的反应速度。2003 年非典造成 300 人感染和 5 例死亡时，中国政府

才向 WHO 报告流行病学事件，2 个月后 SARS-CoV 才被正式鉴别；在此次新冠

肺炎仅感染 27 人，并未造成人员死亡的情况下，WHO 就得到了通知，并在一

周内迅速作出回应，显著缩短了病毒的喘息时间。 

   此次 COVID-19 爆发正值春节假期，春运的高潮给病毒的长距离、大规

模散播埋下伏笔，这无疑提升了疫情防控的难度。但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速

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在明确新冠病毒暂无有效的药物和疫苗

的情况下，使用最传统、最朴素的公共卫生策略，从个人、家庭、社区、

省市各个维度实施隔离防疫措施。  

尽管这些响应操作曾经成功预防此类爆发，但能将隔离措施落实地如

此广泛而有效，中国在世界上是头一个，在历史上也是头一次。  

然而，这些措施是否有必要、是否和疾病爆发的规模成正比，目前还

存在争论。有人认为，某些措施过于“严厉”，可能侵犯到公民的人身自由。

事实上，被隔离人的权利确实应该纳入考虑，但是千千万万未被感染的健

康人的权利也应该被考虑到。至于这些措施是否有效防控疫情、是否减少

了死亡率、是否值得这段时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留给后世去评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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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和新冠肺炎爆发时间线对比 

（4）下一步计划  

目前我国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新冠肺炎的爆发速度，

为相关的科研工作“争取时间”。随着新结果不断涌现，中国必须集中精力调

整策略，迢迢前路，慎之求之。  

新兴的病毒突破了地缘政治的局限，将全球社会无比密切地联系在一

起。中国感激国际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各方力量的鼎力相助，并将更加

积极地投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协调和沟通，全力

以赴，更好地应对新冠肺炎等流行病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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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Zunyou Wu,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and Important Lessons From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23 Feb, 2020. 

2.J Med Chem：好消息！新型化合物可对抗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多种

病毒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报告，自 2019 年 12 月中国武汉出现首例冠状病毒感

染病例以来，已有 8 万多人感染，3000 多人死亡。现在，研究人员在美国化学

学会(ACS)的《Journal of drug Chemistry》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称，他们已

经设计出了一种化合物，可以在实验室中阻止类似的冠状病毒以及其他致病病毒

的复制。 

 

图片来源：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此次冠状病毒，也被称为 SARS- CoV -2 或 2019-nCoV，与 2003 年导致 SARS

爆发的 SARS 病毒(SARS- CoV -1)以及 2012 年出现的中东呼吸系统疾病病毒

(MERS-CoV)是近亲。所有这些病毒都会引起类似流感的症状，并常常引起肺炎。

然而，目前还没有开发出有效的治疗方法，部分原因是由于病例相对较少，制药

公司没有必要花费大量资金。Hong Liu、Rolf Hilgenfeld 和同事们设想了一种可

能的解决方案，以广谱抗病毒药物的形式，针对所有冠状病毒和肠病毒--其中一

些会导致普通感冒等病症、手足口病、还有"夏季流感"。所有这些病毒都有一个

相似的蛋白质切割酶，在冠状病毒中称为"主蛋白酶"，在肠病毒中称为"3C 蛋白

酶"，这是病毒复制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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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研究了蛋白酶的 X 射线晶体结构，然后对一系列 α-羰基酰胺化合

物进行预测，判断它们是否可以结合这类蛋白酶并干扰它的活动。通过在试管和

培养皿中的人类细胞中的测试，他们发现了一种多功能的抑制剂，可以阻止多种

冠状病毒和肠病毒，包括 SARS-CoV-1。另一种分子对 MERS-CoV 表现出很强

的活性，对其他病毒表现出中等的活性。研究人员说，由于 SARS-CoV-2、

MERS-CoV 和 SARS-CoV-1 的主要蛋白酶非常相似，这些抑制剂很可能对新型

冠状病毒具有良好的抗病毒活性。下一步将是在小动物疾病模型中测试这些抑制

剂。 

原文出处：Linlin Zhang et al. α-Ketoamides as Broad-Spectrum Inhibitors of 

Coronavirus and Enterovirus Replication: Structure-Based Design, Synthesis, and Activity 

Assessment,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2020). DOI: 10.1021/acs.jmedchem.9b01828 

3.J Biol Chem：研究揭示瑞德西韦为什么可能治疗新型冠状病毒！ 

阿尔伯塔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发现了为什么药物瑞德西韦在治疗引起中东

呼吸综合征(MERS)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冠状病毒方面是有效的，他

们期望它可能也可以有效地治疗感染了新的 COVID-19 毒株的患者。 

病毒学家 Matthias Gtte 说："即使你知道某种药物有效，但如果你不知道它

是如何起作用的，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危险信号。如果你确切地知道它是如何作用

于目标的，这是令人安心的。我们知道这种药物可以治疗不同的冠状病毒，比如

中东呼吸综合征和非典，我们也知道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和非典非常相似。因此，

我谨慎乐观地认为，我们团队在瑞德西韦和 MERS 上发现的结果将与 COVID-19

类似。"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jmedchem.9b01828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jmedchem.9b01828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jmedchem.9b0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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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 

本周发表在《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上的这项研究，是加拿大第一

批讨论 COVID-19 毒株的研究之一。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发表的公认的解释说明为什么瑞德西韦可能对冠状

病毒起效，他补充说，他的研究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是很重要的一步。 

瑞德赛韦是 Gilead Sciences 针对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开发的一种药

物，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首次用于治疗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患者。 

据《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报道，该患者在发病的第七天服用了

这种药物，并在第二天显示出明显的改善，症状最终完全消失。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助理 Bruce Alyward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瑞德西韦是唯

一可能对 COVID-19 有效的药物。 

"我们的研究表明，瑞德西韦基本上模仿了 RNA 合成的天然构建块之一，这

是病毒基因组复制所必需的。病毒内的酶用这些构建块合成病毒 RNA 基因组，

但是它们把需要的片段和药物混合在一起。一旦药物进入生长中的 RNA 链，病

毒就不能再复制了。 

他说，下一步是等待正在进行的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的结果，预计在 4 月底。

他警告说，即便如此，事情也不会就此结束。 

Gotte 说："我们可能需要不止一种药物来有效地对抗新出现的疾病，比如

COVID-19，就像我们对付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感染一样。理想情况下，我们需

要多种药物，因为某些菌株可能会对某些治疗产生抗药性。"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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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Calvin J Gordon et al. The antiviral compound  potently inhibits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from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020). DOI: 10.1074/jbc.AC120.013056 

Michelle L. Holshue et al. First Case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20). DOI: 10.1056/NEJMoa2001191 

4.通过解码冠状病毒基因组，科学家开始在 COVID-19 上占据上风 

导致 COVID-19 的冠状病毒的遗传密码只有大约 3 万个碱基，但它讲述了一

个怎样的故事呢？ 

这些核苷酸隐藏了病毒过去的秘密，包括它的起源，它在家庭中的传播和它

到遥远港口的旅程。他们通过感染没有明显疾病症状的人来表明病毒已经扩散了

多长时间，以及是否能够隐藏起来。他们可以为药物、疫苗和公共卫生战略指明

道路，从而可能控制住一场失控的危机。 

解开这一切需要团队合作和技术的结合，而这在近 20 年前非典爆发时是不

存在的。但是今天，当一种致命的病毒不知从何而来的时候，遗传学家是国际侦

探游戏中不可或缺的玩家。 

"现在我们真的可以得到这个谜题的更完整的版本，"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

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基因组学和先进技术办公

室(office of genomics and advanced technology)主任 Liliana Brown 博士说。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寻找细菌/病毒的核心技术一直是一种劳动密集

型的过程，称为接触追踪。它首先搜索第一个被感染的人。然后搜索范围扩大到

那些最初与患者互动的人，然后是他们互动的人，等等。 

幸运的是，接触追踪的结果是一个带有时间节点的细菌传播地图，包括每一

个病例的疾病，死亡和康复。这些调查提供了关于病原体如何传播、有多致命以

及采取哪些措施--包括隔离、学校停课和旅行限制--可以减缓其传播的推断和见

解。 

https://www.jbc.org/content/early/2020/02/24/jbc.AC120.013056
https://www.jbc.org/content/early/2020/02/24/jbc.AC120.013056
https://www.jbc.org/content/early/2020/02/24/jbc.AC120.013056
https://www.nejm.org/doi/10.1056/NEJMoa2001191
https://www.nejm.org/doi/10.1056/NEJMoa2001191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xi-jun-fei-bian-ma-RNA-de-xi-tong-fa604804.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xi-jun-fei-bian-ma-RNA-de-xi-tong-fa6048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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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接触追踪是一个不完美的过程，它依赖于人们的记忆、他们的坦率以

及没有与陌生人偶遇的机会。利用基因组学，科学家可以追踪病人之间突变的进

程，并建立它们之间的关联性。 

它可以填补由于记忆缺失或隐瞒而留下的空白。它甚至可以标记出远距离陌

生人之间新的、令人担忧的传播方式--例如，通过通风口或连接公寓的管道，或

者通过空气中比预期逗留时间更长的粒子。 

"基因组学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追踪病毒并了解它们传播的能力，"Kristian 

Andersen 说，他是这个新兴领域的先驱，在 Scripps 研究转化研究所工作。"我们

正在获得以前不可能获得的知识。" 

病毒会一次一个地泄露它的秘密。当它从一个寄主传到另一个寄主，或从一

个种群传到另一个种群时，它不断地传播、收获，或只是修改定义它的序列。 

有了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和对基因如何运作和变化的成熟理解，遗传学家在成

堆的数据中寻找能让他们占上风的线索。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分解从不同的人或动物身上采集的病毒样本的 DNA

或 RNA 序列。然后他们把这些序列叠在一起，看它们是如何改变的，在哪里改

变的。有了足够的样本，他们就可以重建病毒变化的"树谱"。 

通过观察树干--所有样本的共同祖先--他们可能会发现爆发的最早的病人。

这可以帮助科学家确定这种病毒何时首次在人类身上出现，并缩小可能孵化出这

种病毒的动物物种的范围。 

他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分支，了解谁感染了谁，传播的速度有多快，以及传播

过程中的突变是使病毒更具传染性还是更具致命性。 

当样本的遗传多样性似乎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时，研究人员必须探索有关他们

正在对付的病毒的新可能性。 

也许它感染的人比最初认为的要多，但传播时没有引起症状。也许它从它的

动物基地对人类发动了多次攻击。或者它可能已经在人体中无害地循环了多年，

并且最近获得了一种突变，导致它的宿主生病。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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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 

在仅仅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种类型的基因侦查--科学家称之为系统动力学分

析--改变了疾病侦探调查疾病爆发的方式。 

在长达三年的恐怖统治期间，埃博拉病毒的基因组分析发现了几个问题，当

时它似乎变得更擅长从一个人跳到另一个人，并证明了关闭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

边境的价值。 

对寨卡病毒的研究显示，2013 年，寨卡病毒在法属波利尼西亚传播时对胎

儿造成了伤害，一年多之后，它在巴西引发了一波出生缺陷。 

基因测序帮助确认了蝙蝠是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的起源，骆驼是将 MERS

传染给人类的动物。 

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学家已经对至少 115 个 COVID-19 冠状病毒样本进行了

全基因组测序，并与国际遗传学家分享了详细信息，后者正在对这些样本进行筛

选，以寻找答案。 

这些序列已经证明，病毒在感染人类之前，是从野生动物宿主中产生的。蝙

蝠是主要的怀疑对象，因为从武汉及周边地区的蝙蝠身上提取的病毒样本，与从

疫情初期因不明原因的肺炎住院患者身上提取的样本，其 RNA 几乎没有区别。 

同样的模式--树干底部是蝙蝠，武汉第一批比他们高一点的人类病人，以及

最近越来越多的受害者--使科学家能够确定病毒在人体内出现的时间大约在 12

月初。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2003/20200301220820204.png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2003/20200301220820204.png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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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 

作为一个附带的好处，测序工作为中国关于其疫情管理的说法提供了科学依

据。中国当局声称，他们对一种危险的新病毒的出现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对中

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没有任何保留。到目前为止，他们与世界共享的基因数据表明

这是正确的。 

最后，将基因排序技术与老式的疾病搜索相结合，让科学家们得以近实时地

了解到罕见的进化过程。 

在像人类这样的长寿生物身上观察它需要数千年的时间。但是病毒是不断变

化的，通过筛选一次爆发的样本，研究人员可以非常清晰地捕捉到病毒适应的微

妙过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生物数学家 Marc Suchard 博士研究了艾滋病

病毒和流感的进化，他说，即使是一个微小的变化，也可能揭示出病毒突变的关

键时刻，这种突变要么会增强其适应性，要么会导致其灭亡。 

有了病毒生命周期的动态细节，科学家可以做的不仅仅是证实他们关于自然

选择如何选择赢家的猜测，Suchard 说。他们可以帮助回答一些最令人担忧的问

题：谁应该首先接种疫苗？检疫会有效吗？什么时候令人欣慰的文化习俗会危及

一个社区的安全？ 

他说，在一个病毒威胁不断的世界里，最终结果可能是挽救生命。 

原文出处：By decoding the coronavirus genome, scientists seek the upper hand against 

COVID-19.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2-decoding-coronavirus-genome-scientists-upper.html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2-decoding-coronavirus-genome-scientists-upp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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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nt J Infect Dis:好消息！现有药物或可有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继续飙升，截至 2 月底，全球已有超过 8 万人感染。

但目前还没有疫苗或治愈方法，这意味着医生除了为重病患者提供支持性治疗并

希望他们的身体能在感染后存活下来之外，别无他法。 

然而现在，一个欧洲研究联盟表示，已经批准的药物可能是治疗这种新病毒

的关键。他们的发现已经作为预先证据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上。 

该论文的资深作者、挪威科技大学(NTNU)副教授 Denis Kainov 说："药物再

利用是一种从现有药物中产生额外价值的策略，它针对的是与最初预期不同的疾

病。例如，teicoplanin、oritavancin、dalbavancin 和 monensin 都是经批准的抗生

素，它们已经在实验室中被证明可以抑制冠状病毒和其他病毒。" 

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 

Kainov 和他的合着者说，这些和其他安全的、广谱的抗病毒药物是治疗这

种疾病的良好候选药物，因为目前还没有治疗这种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称为

COVID-19 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说，这种病毒可以引起轻微的症状，包括流鼻涕、喉咙痛、咳

嗽和发烧。它可能对一些人更严重，可能导致肺炎或呼吸困难。更罕见的是，这

种疾病可能是致命的。年龄较大的人，以及有糖尿病和心脏病病史的人似乎更容

易感染这种病毒。" 

http://news.bioon.com/tags/%E6%8A%97%E7%94%9F%E7%B4%A0/
http://news.bioon.com/tags/%E6%8A%97%E7%94%9F%E7%B4%A0/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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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利用药物的好处是药物开发的所有细节--从化学合成步骤和制造过程

到临床试验阶段的信息--都已经知道了。 

研究人员写道："因此，针对病毒性疾病重新定位已推出或失败的药物提供

了独特的转化机会，包括与开发新的病毒特异性药物和疫苗相比，成功推向市场

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并显着降低了成本和临床可用时间。" 

研究人员回顾了关于广谱抗病毒药物(BSAAs)的发现和开发的信息，BSAAs

是针对来自两个或多个不同病毒家族的病毒的药物。他们总结了他们发现的 120

种已经被证明对人类安全的药物，并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可以自由访问。研究人

员发现，其中 31 个可能是预防和治疗 COVID-19 感染的候选药物。研究人员还

发现，最近已经开始对五种可能治疗 COVID-19 病毒的候选药物进行临床调查研

究人员总结道："未来，BSAAs 将通过降低病毒和其他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最大限度地延长健康寿命，提高受感染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患者护理成本，从

而产生全球性影响。" 

原文出处：Petter I. Andersen et al,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safe-in-man 

broad-spectrum antiviral ag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20). DOI:  

10.1016/j.ijid.2020.02.018 

6.Viruses: 香港科技大学揭示 COVID-19 肺炎疫苗的潜在靶点 

一组香港科技大学（HKUST）的科学家近日确定了一组 SARS-CoV-2 冠状

病毒疫苗的潜在目标，为 SARS-CoV-2 引起的 COVID-19 肺炎疫苗的开发指出了

关键的实验方向。 

与 2003 年导致 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爆发的 SARS- CoV 一样，

SARS- CoV -2 也属于同一种冠状病毒属。通过考虑 SARS-CoV-2 和 SARS-CoV

之间的遗传相似性，该团队利用实验确定的免疫数据来识别一组与 SARS-CoV-2

完全匹配的 SARS-CoV 衍生的 B 细胞和 T 细胞表位。表位是免疫系统识别的生

物标记，可触发针对病毒的行动。由于在现有的 SARS-CoV-2 基因序列中未发现

已识别的表位发生突变，因此对这些表位进行免疫靶向可能会对新的肺炎

COVID-19 提供保护。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s://www.ijidonline.com/article/S1201-9712(20)30076-X/pdf
https://www.ijidonline.com/article/S1201-9712(20)30076-X/pdf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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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KUST 

由数据科学家 Matthew McKay 教授和 Ahmed Abdul Quadeer 博士领导的研

究小组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帮助指导针对SARS- CoV-2的有效疫苗的实验研究。 

McKay 教授强调说："尽管 SARS-CoV 和 SARS-CoV-2 之间有相似之处，但

两者之间存在遗传变异，而且目前还不清楚引起对 SARS-CoV 免疫反应的表位

是否可能对 SARS-CoV 有效。我们发现，只有大约 20%的 SARS-CoV 表位与

SARS-CoV-2 完全相同，我们认为这些表位是有希望的候选靶点。" 

"对于已识别的 T 细胞表位，我们还进行了人群覆盖分析，并确定了一组表

位，估计可在全球和中国提供广泛的覆盖，"Quadeer 博士说。估计的种群覆盖率

表示在被选择的种群中，可能引发对至少一个已识别的表位的免疫应答的个体的

百分比。 

McKay 教授为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及化学与生物工程学系教授；Quadeer 博士

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的博士后研究员。他们的发现于本月发表在科学杂志

《Viruses》上。 

McKay 教授补充说："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提供可能被纳入疫苗设计的特定表

位的建议，来帮助疫苗开发的初始阶段确定方向。更广泛地说，我们的工作是全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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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努力的一部分，寻求利用科学界可以获得并迅速共享的 COVID-19 的数据来了

解这种新病毒，并提出有效的干预措施。" 

2020 年伊始，中国大陆爆发了 SARS-CoV-2 疫情。截至 2020 年 2 月底，疫

情已迅速蔓延至全球 50 多个国家，感染人数超过 8 万人，死亡人数超过 2900

人。 

原文出处：Syed Faraz Ahmed et al. Preliminary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Vaccine 

Targets for the COVID-19 Coronavirus (SARS-CoV-2) Based on SARS-CoV Immunological 

Studies. Viruses 2020, 12(3), 254; https://doi.org/10.3390/v120302542020 

7.双重磅！西湖大学周强课题组深度解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体宿主

的奥秘 

近日，关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研究成果可谓是层出不穷，这不，

来自西湖大学周强课题组的研究人员近日在预印版平台 bioRxiv 连发两篇文章清

楚解析了新型冠状病毒是如何侵袭人体宿主细胞的，相关研究结果或为后期研究

人员改进并开发新型治疗药物提供非常有价值的线索和信息。 

首先，在第一篇题为“Structure of dimeric full-length human ACE2 in complex 

with B0AT1”的研究报告中，研究人员利用冷冻电镜技术成功对 2019 新冠病毒的

受体 ACE2 的全长结构进行了清楚地解析；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ACE2，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2）是 SARS 冠状病毒（SARS-CoV）的表面受体，

其能直接与刺突糖蛋白（S 蛋白）相互作用，ACE2 同样也被认为是 2019-nCoV

的受体；B0AT1（SLC6A19）是一种中性氨基酸转运蛋白，其能在需要 ACE2

的肠道细胞表面进行表达。 

https://www.mdpi.com/1999-4915/12/3/254
https://www.mdpi.com/1999-4915/12/3/254
https://www.mdpi.com/1999-4915/12/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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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2-B0AT1 复合物的整体结构 

图片来源：Renhong Yan，et al. bioRxiv (2020) doi：10.1101/2020.02.17.951848 

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联合研究利用冷冻电镜技术

解析了新型冠状病毒 S 蛋白的结构，但是 ACE2 在细胞膜上是以什么状态存在

的？2019-nCoV 与 SARS-CoV 在 ACE2 结合上又有何异同？揭示 ACE2 的全长

蛋白及其与 S 蛋白的复合物结构，将有望帮助解答上述疑问。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展示了人类全长 ACE2 与 B0AT1 的复合体在 2.9 埃

分辨率下的冷冻电镜结构，这种复合体能组装形成 ACE2-B0AT1 异二聚体结构，

由于 ACE2 的肽酶结构域的转移，该复合体能够呈现出开放和封闭的构象。目前

关于 ACE2 的低聚化状态并没有相关报道，研究人员所展示的 ACE2-B0AT1 复

合体结构揭示了其二者之间的二聚体组装模式，B0AT1 并不会参与同源二聚化

作用，其会与 ACE2 的颈部区域进行广泛接触，因此，在没有 B0AT1 的情况下，

ACE2 或许会以同源二聚体的形式存在，相关研究为揭示 2019-nCoV 或

SARS-CoV 的病毒感染分子机制提供了新的线索。 

有研究报道，核内体中的组织蛋白酶 L 能够促进 SARS-CoV 的 S 蛋白的裂

解，这就揭示了一种受体所介导的细胞内吞作用机制；而 ACE2 作为二聚体的发

现及其与三聚体 S 蛋白之间同时结合的相容性就表明其之间可能存在一种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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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其或能促进细胞膜的内陷从而用于细胞的内吞作用，研究人员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来分析 ACE2 和病毒颗粒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诸如 B0AT1 等辅因子和

整合因子对这一过程的影响效应。 

对于膜融合而言，ACE2 的 C 末端片段（尤其是 697-716 位点的残基）被蛋

白酶（比如跨膜蛋白酶丝氨酸 2，TMPRSS2）所裂解或能增强 S 蛋白驱动的病

毒入侵过程；在研究者所展示的结构中，他们发现，697-716 位点的残基能在颈

部区域形成螺旋 N3 和 N4，并映射到 ACE2 的二聚体界面；B0AT1 的存在或许

也能够阻断 TMPRSS2 进入到 ACE2 的切割位点，ACE2 的表达分布要比 B0AT1

广泛地多，除了能在肾脏和肠道（B0AT1 会主要进行表达）中表达外，ACE2

还会在肺部和心脏中进行表达，然而 B0AT1 是否能通过阻断 ACE2 的裂解来抑

制 SARS-CoV 的感染，后期研究人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才能得知。 

第一篇研究报告中，研究者揭示了在二聚体组装过程中全长 ACE2 的高分辨

率结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冠状病毒的两个 S 蛋白三聚体能与一个 ACE2 二聚

体同时结合，本文研究结果为阐明 2019-nCoV 的感染机制及后期开发新型疗法

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 

随后在第二篇题为“Structural basis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2019-nCoV by 

human ACE2”的研究报告中，研究人员利用冷冻电镜技术在 2.9 埃全分辨率条件

下，在 B0AT1 存在的情况下，揭示了人类全长的 ACE2 受体与 2019-nCoV 的 S

蛋白受体结合结构域（RBD）复合体的精细化结构；研究者表示，与诸如

SARS-CoV 等其它冠状病毒一样，2019-nCoV 能利用 S 蛋白表面的受体结合结构

域（RBD）与宿主细胞的 ACE2 进行结合。 

第一篇研究报告中，研究者揭示了人类全长 ACE2 与中性氨基酸转运蛋白

B0AT1 复合体的结构，这篇研究中，研究人员基于此前研究结果，借助冷冻电

镜技术深入解析了完整 ACE2 蛋白与 2019-nCoV 的 RBD 的复合物结构。研究者

表示，ACE2-RBD 界面的局部分辨率为 3.5 埃，这就能帮助他们分析 RBD 与受

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 SARS-CoV 一样，2019-nCoV 的 RBD 会被 ACE2 的胞外

肽酶结构域（PD，extracellular peptidase domain）通过极性残基所识别，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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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后，研究者发现了一些特殊变异，这或许就能够解释上述两种相关病毒的RBDs

之间与宿主受体之间不同的亲和性。 

 

RBD-ACE2-B0AT1 复合体的整体结构 

图片来源：Renhong Yan，et al. bioRxiv (2020) doi：10.1101/2020.02.19.956946 

在过去两个月里，2019-nCoV 因其较高的传染性，所导致的死亡病例数超过

了 SARS-CoV，但其背后的感染机制研究人员并不清楚，2019-nCoV S 蛋白上特

殊的成对碱性氨基酸蛋白酶切割位点（furin cleavage site）或许要比 SARS-CoV

更具传染性，最近研究发现，nCoV-RBD 和 ACE2 之间较高的亲和力或许是一个

额外的因素。ACE2 与 nCoV-RBD 和 SARS-RBD 之间复合体的结构或许就为解

析其不同的亲和力奠定了一定的分子基础。 

第二篇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两种 RBD-ACE2 之间的界面特性，尽管

某些突变会增强 nCoV-RBD 和 ACE2 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其它变异也可能会降

低 SARS-RBD 与 ACE2 之间的亲和力；比如，由于 ACE2 的 Lys317 和 Asp30

位点之间盐桥（salt bridge）的形成，因此从氨基酸位点 Val404 到 Lys317 的变

化可能会导致更紧密连接的形成，将 Leu472 改变为 Phe486 可能会增强与 Met82

之间的范德华力，然而，将 Arg426 替换为 Asn439 似乎会通过失去 ACE2 上的

与 Asp329 形成的重要盐桥而削弱其之间的相互作用。 

研究者所揭示的 ACE2-RBD 复合体结构为开发新型计算和突变分析方法理

解亲和力之间的差异提供了新的分子基础，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人员或许应该采

用其它手段来验证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术所测定的亲和力，比如等温滴定量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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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和微量热泳法(MST)等。阐明 nCoV-RBD 与 ACE2 复合体的结构或许也

能为后期研究者开发新型病毒检测技术及针对 2019-nCoV 的潜在治疗手段奠定

坚实的基础，基于结构基础设计出的能增强与 ACE2 或冠状病毒 S 蛋白亲和力的

特殊“粘合剂”或有望帮助开发阻断病毒感染的诱饵配体或中和性抗体。 

除了周强课题组这两篇重要研究成果外，近日，来自清华大学和中科院微生

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在解析 2019-nCoV 的 S 蛋白受体结合结构域与 ACE2 复

合体结构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相关的研究结果与周强课题组的电镜结构相互补充

和支持。来自中国的这些科学家们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揭示了新冠病毒 S 蛋白如何

与细胞受体 ACE2 在原子层面相互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研究人员都选择在

第一时间将其复合物的原子坐标向全球公布，以提高其潜在的利用价值。相信后

期通过科学家们不懈地努力，相关研究结果将能够快速推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

型药物的研发和疫苗的开发设计。 

原文出处：Renhong Yan, Yuanyuan Zhang, Yaning Li, et al. Structure of dimeric 

full-length human ACE2 in complex with B0AT1, bioRxiv (2020). DOI: 

10.1101/2020.02.17.951848 

Renhong Yan， Yuanyuan Zhang， Yingying Guo， et al. Structural basis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2019-nCoV by human ACE2 ， bioRxiv (2020). DOI ：

10.1101/2020.02.19.956946 

8.MedRxiv:中外科学家发现病毒检测新方法，可在现场检测，45 分

钟内出结果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或 2019-nCoV）威胁着全球健康，尽管它与

SARS-CoV 非常相似，但是传染性却更大。现有的 RT-qPCR 检测方法往往需要

昂贵的设备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亟需开发出一种快速、准确

且能够在现场检测病毒的方法。 

2 月 25 日，预印本网站 medRxiv 发布了分别由沈阳化工大学应用生物学研

究所所长尹秀山博士团队和美国密歇根皇家橡树博蒙特 Michael B Chancellor 团

http://news.bioon.com/article/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17.951848v1.ful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17.951848v1.ful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19.956946v1.ful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19.956946v1.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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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带来的报告，揭示了中外科学家通过逆转录环介导等温扩增（RT-LAMP）技

术探索出快速检测病毒的新方法，这两种方法不仅操作简单、能在现场使用，并

且可以在 45 分钟内出检测结果。 

RT-LAMP 是一种将环介导等温扩增（LAMP）以及反转录相结合，直接检

测出 RNA 的技术，当它与反应混合物中的 pH 指示剂耦合时，人们可以通过颜

色的变化知道检测结果。 

iLACO 可检测出低至 10 个拷贝的 ORF1ab 基因 

尹秀山博士团队开发出一种经过优化的、基于恒温 LAMP 的检测方法

—iLACO（isothermal LAMP based method forCOVID-19）并对其进行了验证。 

在研究中，研究人员制备了多个反应物，其中包含合成 ORF1ab 基因序列的

基因稀释液（从 1,000,000 到 10 份拷贝），结果发现 iLACO 非常敏感，能够检测

到低至 10 份拷贝的 ORF1ab 基因。为了进一步扩大 iLACO 的检测能力，研究人

员将新型核酸染料 GeneFinderTM 添加至反应混合物中，在 65℃温育一段时间后

放在蓝光下，发现阳性组肉眼可见明显的绿色荧光，而阴性组则保持粉色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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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组和阴性组在蓝光下呈现不同颜色 

最后，研究人员使用 iLACO 评估了 2020 年沈阳市疫情爆发期间经过

RT-qPCR 初诊的 43 个样本，结果显示，97.6%（42/43）经 qPT-PCR 验证的样品

与 2 µl 样本孵育 40 分钟后显示出一致的信号，只有一个样本在 50 分钟后颜色保

持不变，表明低剂量病毒会导致假阴性或自发性阴性信号。 

目前，RT-qPCR 检测大多使用 5µl 样品输入，因此研究人员检测了增加样本

量是否有助于检测，发现此时的检测结果不一致。研究人员认为，或许是由于使

用自动 RNA 提取工作站时，RNA 稀释缓冲液中存在 Tris 或 EDTA 所致，这可

以通过调整所用缓冲液的浓度来优化。 

RT-LAMP 63°C下温育 30分钟可获最佳扩增结果 

在 Michael B Chancellor 团队带来的报告中，研究人员使用由 COVID-19 武

汉-湖-1（Wuhan-Hu-1）完整基因组（MN908947）的核苷酸 2941-3420 设计的

COVID-19 PCR 标准，对几种引物、温度范围（57-65°C）和孵育时间（15-45 分

钟）进行了检测，确定了 RT-LAMP 的最佳条件。在 63°C 下温育 30 分钟可获得

最佳扩增结果。 

研究人员对 COVID-19、MERS、BtCoV 以及 MHV 病毒进行了系统特异性

测试，发现该系统仅对 COVID-19 的样本有反应，使用人体血清、尿液、唾液、

口咽拭子和鼻咽拭子均可成功地完成 RT-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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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分别为血清、尿液、唾液、鼻咽拭子、口咽拭子的检测结果 

另外，研究人员还将 RT-LAMP 引物的序列与 SARS 和与感冒相关的冠状病

毒的序列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这些冠状病毒与 RT-LAMP 引物存在 27-54%的

核苷酸不匹配，这表明它们不可能检测出 RT-LAMP 阳性结果。考虑到病毒可能

发生突变，研究人员还检查了 RT-LAMP 引物是否与来自其他地点的 27 个不同

COVID-19 分离株存在不匹配现象，结果发现不匹配度为 0。 

尽管这项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比如 COVID-19 是生物安全级别，由于无法直

接检测相关病毒而使用了来自这些病毒相同区域的核苷酸寡核苷酸，但是这些实

验确实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以及对 COVID-19 的特异性，对于潜在感染者的筛

查和病毒检测具有很大的价值。 

这两项研究旨在寻找到比 RT-qPCR 检测更加快速、准确且简单易上手的病

毒检测方法，这些方法对于社区和普通人群检测是否感染病毒具有重要意义。 

 

RT-LAMP引物与其他冠状病毒的比对结果 

原文出处：Lin Yu, Shanshan Wu, et al.Rapid colorimetric detection of COVID-19 

coronavirus using a reverse transcriptional-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RT-LAMP) diagnostic platform:iLACO. MedRxiv, Posted February 24, 2020.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84%9F%E6%9F%93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E7%AD%9B%E6%9F%A5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E7%AD%9B%E6%9F%A5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84%9F%E6%9F%93
http://www.medsci.cn/article/%E6%96%B0%E5%9E%8B%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F%BC%88SARS-CoV-2%E6%88%962019-nCoV%EF%BC%89%E5%A8%81%E8%83%81%E7%9D%80%E5%85%A8%E7%90%83%E5%81%A5%E5%BA%B7%EF%BC%8C%E5%B0%BD%E7%AE%A1%E5%AE%83%E4%B8%8ESARS-CoV%E9%9D%9E%E5%B8%B8%E7%9B%B8%E4%BC%BC%EF%BC%8C%E4%BD%86%E6%98%AF%E4%BC%A0%E6%9F%93%E6%80%A7%E5%8D%B4%E6%9B%B4%E5%A4%A7%E3%80%82%E7%8E%B0%E6%9C%89%E7%9A%84RT-qPCR%E6%A3%80%E6%B5%8B%E6%96%B9%E6%B3%95%E5%BE%80%E5%BE%80%E9%9C%80%E8%A6%81%E6%98%82%E8%B4%B5%E7%9A%84%E8%AE%BE%E5%A4%87%E5%92%8C%E8%AE%AD%E7%BB%83%E6%9C%89%E7%B4%A0%E7%9A%84%E4%B8%93%E4%B8%9A%E4%BA%BA%E5%91%98%E3%80%82%E5%9C%A8%E8%BF%99%E7%A7%8D%E6%83%85%E5%86%B5%E4%B8%8B%EF%BC%8C%E4%BA%9F%E9%9C%80%E5%BC%80%E5%8F%91%E5%87%BA%E4%B8%80%E7%A7%8D%E5%BF%AB%E9%80%9F%E3%80%81%E5%87%86%E7%A1%AE%E4%B8%94%E8%83%BD%E5%A4%9F%E5%9C%A8%E7%8E%B0%E5%9C%BA%E6%A3%80%E6%B5%8B%E7%97%85%E6%AF%92%E7%9A%84%E6%96%B9%E6%B3%95%E3%80%82%20%202%E6%9C%8825%E6%97%A5%EF%BC%8C%E9%A2%84%E5%8D%B0%E6%9C%AC%E7%BD%91%E7%AB%99%20medRxiv%20%E5%8F%91%E5%B8%83%E4%BA%86%E5%88%86%E5%88%AB%E7%94%B1%E6%B2%88%E9%98%B3%E5%8C%96%E5%B7%A5%E5%A4%A7%E5%AD%A6%E5%BA%94%E7%94%A8%E7%94%9F%E7%89%A9%E5%AD%A6%E7%A0%94%E7%A9%B6%E6%89%80%E6%89%80%E9%95%BF%E5%B0%B9%E7%A7%80%E5%B1%B1%E5%8D%9A%E5%A3%AB%E5%9B%A2%E9%98%9F%E5%92%8C%E7%BE%8E%E5%9B%BD%E5%AF%86%E6%AD%87%E6%A0%B9%E7%9A%87%E5%AE%B6%E6%A9%A1%E6%A0%91%E5%8D%9A%E8%92%99%E7%89%B9Michael%20B%20Chancellor%E5%9B%A2%E9%98%9F%E5%B8%A6%E6%9D%A5%E7%9A%84%E6%8A%A5%E5%91%8A%EF%BC%8C%E6%8F%AD%E7%A4%BA%E4%BA%86%E4%B8%AD%E5%A4%96%E7%A7%91%E5%AD%A6%E5%AE%B6%E9%80%9A%E8%BF%87%E9%80%86%E8%BD%AC%E5%BD%95%E7%8E%AF%E4%BB%8B%E5%AF%BC%E7%AD%89%E6%B8%A9%E6%89%A9%E5%A2%9E%EF%BC%88RT-LAMP%EF%BC%89%E6%8A%80%E6%9C%AF%E6%8E%A2%E7%B4%A2%E5%87%BA%E5%BF%AB%E9%80%9F%E6%A3%80%E6%B5%8B%E7%97%85%E6%AF%92%E7%9A%84%E6%96%B0%E6%96%B9%E6%B3%95%EF%BC%8C%E8%BF%99%E4%B8%A4%E7%A7%8D%E6%96%B9%E6%B3%95%E4%B8%8D%E4%BB%85%E6%93%8D%E4%BD%9C%E7%AE%80%E5%8D%95%E3%80%81%E8%83%BD%E5%9C%A8%E7%8E%B0%E5%9C%BA%E4%BD%BF%E7%94%A8%EF%BC%8C%E5%B9%B6%E4%B8%94%E5%8F%AF%E4%BB%A5%E5%9C
http://www.medsci.cn/article/%E6%96%B0%E5%9E%8B%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F%BC%88SARS-CoV-2%E6%88%962019-nCoV%EF%BC%89%E5%A8%81%E8%83%81%E7%9D%80%E5%85%A8%E7%90%83%E5%81%A5%E5%BA%B7%EF%BC%8C%E5%B0%BD%E7%AE%A1%E5%AE%83%E4%B8%8ESARS-CoV%E9%9D%9E%E5%B8%B8%E7%9B%B8%E4%BC%BC%EF%BC%8C%E4%BD%86%E6%98%AF%E4%BC%A0%E6%9F%93%E6%80%A7%E5%8D%B4%E6%9B%B4%E5%A4%A7%E3%80%82%E7%8E%B0%E6%9C%89%E7%9A%84RT-qPCR%E6%A3%80%E6%B5%8B%E6%96%B9%E6%B3%95%E5%BE%80%E5%BE%80%E9%9C%80%E8%A6%81%E6%98%82%E8%B4%B5%E7%9A%84%E8%AE%BE%E5%A4%87%E5%92%8C%E8%AE%AD%E7%BB%83%E6%9C%89%E7%B4%A0%E7%9A%84%E4%B8%93%E4%B8%9A%E4%BA%BA%E5%91%98%E3%80%82%E5%9C%A8%E8%BF%99%E7%A7%8D%E6%83%85%E5%86%B5%E4%B8%8B%EF%BC%8C%E4%BA%9F%E9%9C%80%E5%BC%80%E5%8F%91%E5%87%BA%E4%B8%80%E7%A7%8D%E5%BF%AB%E9%80%9F%E3%80%81%E5%87%86%E7%A1%AE%E4%B8%94%E8%83%BD%E5%A4%9F%E5%9C%A8%E7%8E%B0%E5%9C%BA%E6%A3%80%E6%B5%8B%E7%97%85%E6%AF%92%E7%9A%84%E6%96%B9%E6%B3%95%E3%80%82%20%202%E6%9C%8825%E6%97%A5%EF%BC%8C%E9%A2%84%E5%8D%B0%E6%9C%AC%E7%BD%91%E7%AB%99%20medRxiv%20%E5%8F%91%E5%B8%83%E4%BA%86%E5%88%86%E5%88%AB%E7%94%B1%E6%B2%88%E9%98%B3%E5%8C%96%E5%B7%A5%E5%A4%A7%E5%AD%A6%E5%BA%94%E7%94%A8%E7%94%9F%E7%89%A9%E5%AD%A6%E7%A0%94%E7%A9%B6%E6%89%80%E6%89%80%E9%95%BF%E5%B0%B9%E7%A7%80%E5%B1%B1%E5%8D%9A%E5%A3%AB%E5%9B%A2%E9%98%9F%E5%92%8C%E7%BE%8E%E5%9B%BD%E5%AF%86%E6%AD%87%E6%A0%B9%E7%9A%87%E5%AE%B6%E6%A9%A1%E6%A0%91%E5%8D%9A%E8%92%99%E7%89%B9Michael%20B%20Chancellor%E5%9B%A2%E9%98%9F%E5%B8%A6%E6%9D%A5%E7%9A%84%E6%8A%A5%E5%91%8A%EF%BC%8C%E6%8F%AD%E7%A4%BA%E4%BA%86%E4%B8%AD%E5%A4%96%E7%A7%91%E5%AD%A6%E5%AE%B6%E9%80%9A%E8%BF%87%E9%80%86%E8%BD%AC%E5%BD%95%E7%8E%AF%E4%BB%8B%E5%AF%BC%E7%AD%89%E6%B8%A9%E6%89%A9%E5%A2%9E%EF%BC%88RT-LAMP%EF%BC%89%E6%8A%80%E6%9C%AF%E6%8E%A2%E7%B4%A2%E5%87%BA%E5%BF%AB%E9%80%9F%E6%A3%80%E6%B5%8B%E7%97%85%E6%AF%92%E7%9A%84%E6%96%B0%E6%96%B9%E6%B3%95%EF%BC%8C%E8%BF%99%E4%B8%A4%E7%A7%8D%E6%96%B9%E6%B3%95%E4%B8%8D%E4%BB%85%E6%93%8D%E4%BD%9C%E7%AE%80%E5%8D%95%E3%80%81%E8%83%BD%E5%9C%A8%E7%8E%B0%E5%9C%BA%E4%BD%BF%E7%94%A8%EF%BC%8C%E5%B9%B6%E4%B8%94%E5%8F%AF%E4%BB%A5%E5%9C
http://www.medsci.cn/article/%E6%96%B0%E5%9E%8B%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F%BC%88SARS-CoV-2%E6%88%962019-nCoV%EF%BC%89%E5%A8%81%E8%83%81%E7%9D%80%E5%85%A8%E7%90%83%E5%81%A5%E5%BA%B7%EF%BC%8C%E5%B0%BD%E7%AE%A1%E5%AE%83%E4%B8%8ESARS-CoV%E9%9D%9E%E5%B8%B8%E7%9B%B8%E4%BC%BC%EF%BC%8C%E4%BD%86%E6%98%AF%E4%BC%A0%E6%9F%93%E6%80%A7%E5%8D%B4%E6%9B%B4%E5%A4%A7%E3%80%82%E7%8E%B0%E6%9C%89%E7%9A%84RT-qPCR%E6%A3%80%E6%B5%8B%E6%96%B9%E6%B3%95%E5%BE%80%E5%BE%80%E9%9C%80%E8%A6%81%E6%98%82%E8%B4%B5%E7%9A%84%E8%AE%BE%E5%A4%87%E5%92%8C%E8%AE%AD%E7%BB%83%E6%9C%89%E7%B4%A0%E7%9A%84%E4%B8%93%E4%B8%9A%E4%BA%BA%E5%91%98%E3%80%82%E5%9C%A8%E8%BF%99%E7%A7%8D%E6%83%85%E5%86%B5%E4%B8%8B%EF%BC%8C%E4%BA%9F%E9%9C%80%E5%BC%80%E5%8F%91%E5%87%BA%E4%B8%80%E7%A7%8D%E5%BF%AB%E9%80%9F%E3%80%81%E5%87%86%E7%A1%AE%E4%B8%94%E8%83%BD%E5%A4%9F%E5%9C%A8%E7%8E%B0%E5%9C%BA%E6%A3%80%E6%B5%8B%E7%97%85%E6%AF%92%E7%9A%84%E6%96%B9%E6%B3%95%E3%80%82%20%202%E6%9C%8825%E6%97%A5%EF%BC%8C%E9%A2%84%E5%8D%B0%E6%9C%AC%E7%BD%91%E7%AB%99%20medRxiv%20%E5%8F%91%E5%B8%83%E4%BA%86%E5%88%86%E5%88%AB%E7%94%B1%E6%B2%88%E9%98%B3%E5%8C%96%E5%B7%A5%E5%A4%A7%E5%AD%A6%E5%BA%94%E7%94%A8%E7%94%9F%E7%89%A9%E5%AD%A6%E7%A0%94%E7%A9%B6%E6%89%80%E6%89%80%E9%95%BF%E5%B0%B9%E7%A7%80%E5%B1%B1%E5%8D%9A%E5%A3%AB%E5%9B%A2%E9%98%9F%E5%92%8C%E7%BE%8E%E5%9B%BD%E5%AF%86%E6%AD%87%E6%A0%B9%E7%9A%87%E5%AE%B6%E6%A9%A1%E6%A0%91%E5%8D%9A%E8%92%99%E7%89%B9Michael%20B%20Chancellor%E5%9B%A2%E9%98%9F%E5%B8%A6%E6%9D%A5%E7%9A%84%E6%8A%A5%E5%91%8A%EF%BC%8C%E6%8F%AD%E7%A4%BA%E4%BA%86%E4%B8%AD%E5%A4%96%E7%A7%91%E5%AD%A6%E5%AE%B6%E9%80%9A%E8%BF%87%E9%80%86%E8%BD%AC%E5%BD%95%E7%8E%AF%E4%BB%8B%E5%AF%BC%E7%AD%89%E6%B8%A9%E6%89%A9%E5%A2%9E%EF%BC%88RT-LAMP%EF%BC%89%E6%8A%80%E6%9C%AF%E6%8E%A2%E7%B4%A2%E5%87%BA%E5%BF%AB%E9%80%9F%E6%A3%80%E6%B5%8B%E7%97%85%E6%AF%92%E7%9A%84%E6%96%B0%E6%96%B9%E6%B3%95%EF%BC%8C%E8%BF%99%E4%B8%A4%E7%A7%8D%E6%96%B9%E6%B3%95%E4%B8%8D%E4%BB%85%E6%93%8D%E4%BD%9C%E7%AE%80%E5%8D%95%E3%80%81%E8%83%BD%E5%9C%A8%E7%8E%B0%E5%9C%BA%E4%BD%BF%E7%94%A8%EF%BC%8C%E5%B9%B6%E4%B8%94%E5%8F%AF%E4%BB%A5%E5%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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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E Lamb, et al. Rapid Detection of Novel Coronavirus (COVID-19)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MedRxiv, Posted February 24, 2020. 

科研动态 

选择正确的用词：那些相似却又不可互换的词语 

完成研究之后，写作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这样才能获得分享自

己的研究成果的机会，但是用英语写作让人望而生畏，那些不规则的单词和

短语实在是很让人困惑，而且有些单词似乎还可以互换使用。但是，我们下

面讨论的这些词语虽然相像，但是却各自带有不同的含义，不应相互替代。

本文可以作为一个快速指南，帮助您选出正确的单词，以便顺利展示您的成

果。 

· “Whether”or “if”（“是否”或“如果”） 

“If”用于讨论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件，而“whether”用于表示两种

结果之一。 

If 也用于“if–then”语句中，“then”跟在“if”后面，两者成对出现。 

If it snows next week, then the meeting will be postponed. （如果下周下

雪，会议将延期。） 

The results were the same whether we used the first set of instructions or 

the second set. （无论我们使用第一组指令还是第二组指令，结果都是一样

的。） 

· “Who” or “that”（“谁”或“那个”） 

当你指代一个人时，应该用“who”，而当你指代一件物体时，应该用

“that”。 

My colleague, who recently adopted an iguana, also has a dog that likes to 

chase its tail. （我的同事最近收养了一只鬣蜥，他也养了一只喜欢追着自己

尾巴的狗。） 

 · “And” or “Or”（“和”或“或”） 

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19.20025155v1
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19.20025155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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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句话适用于该句中列出的所有个体或项目时，应使用“and”，而

“or”则表示该句仅适用于其中某些个体或项目。 

Mary, Jean, and John went to the conference. （玛丽、琼和约翰去参加了

会议。）这里“and”的使用让读者知道这三个人都参加了活动。） 

Mary, Jean, or John went to the conference. （玛丽、琼或约翰去参加了

会议。）这里我们就知道有人参加了活动，但我们不知道是一个人、两个人

还是三个人去了。） 

· “Proceed”or “Precede”（“继续”或“先于”） 

Precede 表示发生在另一事件之前，而 proceed 则表示继续或向前。 

The discussion should precede the conclusion section.（讨论应先于结论部

分。） 

After taking the time to document the steps in their experiment, the 

researchers proceeded to conduct their research. （在花时间记录实验步骤后，

研究人员继续进行研究。） 

· “Further”or “Farther”（“更进一步”或“更远”） 

这是另一对看起来很像的词，但“further”和“farther”根本就不是一个意

思。“Further”是指除此之外，而“Farther”是指可测量的物理距离。 

After receiving yet another rejection, the author was further discouraged.

（在又一次遭到拒绝之后，作者更加气馁了。） 

Discouraged, the author slid the rejection slip farther and farther off the 

desk until it landed in the garbage pail. （由于气馁，作者把退稿单在桌子上

滑得越来越远，直到它落在垃圾桶里。） 

 · “E.g.” or“i.e.”（“例如”或“即”） 

当使用 e.g.和 i.e.时，你需要记住它们不应该用在句子的开头，而且每

个字母后面都应该有一个句号，并且后面应该跟一个逗号。 

这两个词都是拉丁语：i.e.表示“idest”，翻译成“in other words”（“换句

话说”）或“that is,”(“即”），而 e.g. 表示“exempli gratia”，翻译成“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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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们的缩写如此相似，可能会使人无意中使用了不正确的那个

词。 

Th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months, i.e., 

three to four months.（实验历时数月，即 3 至 4 个月。） 

Many types of trees can be observed in the forest, e.g., maple, birch, and 

pine. （在森林中可以看到许多类型的树，如枫树、桦树和松树。）  

· “It’s,” “its’,”or “its”（“它是”、“its’？”、“它的”） 

许多作者对这个词的几种形式含糊不清，不知道里面是否有撇号；然而，

撇号在这个例子中起了很大的作用。“It's”是“it is”的缩写，但也非正式地用

作“it has”的缩写。实际上，缩写不应在正式文件中使用；因此，如果你看到

“it's”，请拼出来。 

“Its”是这个词的所有格形式，就像在上面句子中所说的“狗追它的尾

巴”。在这个用法中，没有撇号。 

最后，没有“its’”这样的词。如果看到这个形式，要想到需要将它拼写

完整，改成“it is”，或者看看整句的内容来确定你是不是想表示为所有格的

形式（没有撇号）。 

药物动态 

喜讯！罗氏的 Tecentriq 在中国获得首个批准，用于治疗广泛期小细

胞肺癌 

罗氏制药公司近日宣布，经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Tecentriq

（atezolizumab）与化疗联合可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

Tecentriq（atezolizumab）是针对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 1（PD-L1）的 IgG1 抗体。

罗氏全球产品开发负责人 Levi Garraway 称：“Tecentriq 在美国 FDA 和欧洲 EMA

批准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在中国获得批准用于广泛期 SCLC 的初始治疗”。 

在中国，抑制 PD-L1 的药物也正在与阿瓦斯汀（贝伐单抗）联合使用，以治疗

尚未接受过全身治疗的无法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根据罗氏的说法，在中国进行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7%AE%A1%E7%90%86
http://edu.medsci.cn/course/search.do?w=%E8%82%BA%E7%99%8C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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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II 期 IMpower133 研究的结果表明，与单独化疗相比，Tecentriq 联合化疗可

以使患者的寿命大大延长。此外，将 Tecentriq 和化学疗法联合使用可使无进展

生存期（PFS）达到 5.2 个月，这明显长于比较组的 4.3 个月。 

原文出处：https://www.firstwordpharma.com/node/170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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