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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12日宣布， 已收到中国

分享的从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中

检测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 世

卫组织还表示， 不建议对中国实施任何旅

行或贸易限制。

世卫组织在声明中说，12 日已从中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获得更多有关武汉不

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详细信息，包括从病例

中检测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这

对其他国家开发特定诊断工具有重要意义。

世卫组织说，关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

研究已排除了一些可能，它不是流感、禽流

感、腺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SARS-CoV)、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MERS-CoV)等呼吸道病原体。

对于中国针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调

查和在武汉实施的应对措施， 世卫组织表

示，其质量是能够保证的。

根据目前已知信息，世卫组织不建议针

对旅客采取任何具体的卫生措施，也不建议

对中国实施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

去年 12月底以来， 武汉确诊多例不明

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患者主要是武汉市华

南海鲜批发市场的经营及采购人员，目前该

市场已休市。 截至今年 1月 10日，初步诊断

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 例，其

中重症 7例、死亡 1例。 世卫组织在声明中

指出，死亡的 1例患者有其他健康问题。

世卫组织在声明中说，病例临床表现主

要为发热，少数病例呼吸困难，胸片呈双肺

浸润性病灶。 目前除武汉外，其他地方还未

报告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在目前的

报告中，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易于在

人与人之间传播。 据新华社

只有知道病毒从哪里来，才能从

源头上控制其的再度爆发。 目前，武

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因溯源仍在进

行中。 一位接近专家组的学者告诉

记者，目前，正在对华南海鲜市场内

出现的野生动物进行检查， 追查病

毒来源。

以 SARS 冠状病毒为例， 从果子

狸到蝙蝠，病毒的溯源过程并不容易，

竟然用了 2 年多。 2003 年， 研究者从

6�只果子狸标本中分离到 3� 株 SARS�

样病毒， 确认市场售卖的果子狸为感

染 SARS的直接原因。 但直到两年后，

SARS的原始宿主才被发现。中国科学

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团队在

《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揭示，蝙蝠

是“SARS样冠状病毒自然宿主” 。

尽管早在 SARS、禽流感等爆发

后， 国内许多进行野生动物交易的

市场已经受到限制或面临关闭，但

买卖、 食用野生动物的现象依然十

分常见。

在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 此次不

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爆发地，“野味”

就未曾完全禁止。 据红星新闻此前报

道， 该市场西区六街角落有不少遗弃

的兔子头及动物内脏， 有摊位店主表

示，市场里有数家经营野味的店铺，有

野鸡、蛇等很多品种。

此次武汉爆发的多例不明原因肺

炎病例， 再次提醒野生动物交易的危

险。 参与 SARS 病毒研究的香港大学

微生物学家袁国勇在著名科学期刊

《自然》的文章中提到，不应扰乱野生

动物的栖息地， 也不应将野生动物带

入市场进行流通买卖。

在袁国勇看来，学会尊重自然、敬

畏自然，对于“防止新发传染病的发生

至关重要” 。 据《财新》

从SARS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

毒” ， 引发武汉多

例不明原因肺炎的

病毒被初步“验明

正身” 。

据新华社消

息，2020 年 1 月 9

日， 病原检测结果

初步评估专家组组

长、 中国工程院院

士徐建国表示，专

家组认为， 本次不

明原因的病毒性肺

炎病例的病原体初

步判定为新型冠状

病毒。

1 月 7 日 21

时， 专家组在实验

室检出一种新型冠

状病毒， 并获得了

其全基因组序列。

一位接近专家组的

学者对记者介绍，

目前正在对华南海

鲜市场内售卖的野

生动物进行检查，

追查病毒来源。

武汉市卫健委

通报，至 2020 年 1

月 5 日，共有 59 例

病毒性肺炎病例，

其中重症患者 7

例， 其余患者生命

体征总体稳定，无

死亡病例。

1 月 8 日， 8

名患者已治愈出

院。 在此前的通报

中，SARS、 禽流感

等病毒已被排除在

外。

西北某省疾控

中心病原实验室负

责人告诉记者，拿

到标本后， 实验室

能在一天内筛查出

是否为已知或常见

病毒。这其中，包括

流感、禽流感、腺病

毒、SARS等。 但对

于未知病毒的检

测、认定，需要更长

时间。

2003 年爆发

的 SARS 疫情，科

学家用 5 个多月的

时间才最终确定为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

2013 年 的 H7N9

禽流感疫情， 从首

个病例发病到分理

出病毒病确诊，用

了 1个多月。

武汉疫情从

2019年 12月 31日

首次通报， 到研究

专家初步认定为

“新型冠状病毒” ，

间隔 9 天。 有赖于

科学研究及传染病

防控体系的进步，

病原检测时间已大

幅缩短。

引起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病毒与

SARS一样，是冠状病毒。在显微镜下，

该病毒外模上有明显的棒状粒子突

起， 因之看上去像中世纪欧洲帝王皇

冠，遂得名“冠状病毒” 。

这种病毒在 80 多年前首先从鸡

身上分离出来。1965年，科学家分离出

第一株人的冠状病毒。

病毒， 是一种由核酸和蛋白质外

壳组成的简单微生物， 包括 DNA 及

RNA 病毒。 冠状病毒为 RNA 病毒。

其变异性很高，原因是，它的 RNA 和

RNA 之间重组率非常高。 也就是说，

决定其病毒特性的遗传物质在不断变

化。 现有研究进展是，冠状病毒家族包

含 α、β、γ 和 δ 属的近 20 种病毒，

其中已知能感染人体的冠状病毒共有

6种。

这其中，4种冠状病毒在人群中较

为常见，致病性较低，一般仅引起类似

普通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 另两种，

为 SARS 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则可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 前

者（SARS）人际传播明显，令疾病迅

猛蔓延。

经典冠状病毒感染， 主要发生在

冬春季节， 是成人慢性气管炎急性加

重的重要病因。 由于冠状病毒变异性

高， 会导致原有的疫苗失效， 免疫失

败。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

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武汉患者临

床表现为病毒性肺炎。 需采取较为严

格的患者隔离治疗、 密切接触者追踪

等预防性公共卫生措施。

据武汉卫健委通报， 此次武汉不

明原因肺炎的病例临床表现主要为发

热，少数病人呼吸困难，胸片呈双肺浸

润性病灶。 与 SARS 症状的主要不同

是，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

“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

现医务人员感染” 。武汉卫健委发布的

三份通报中，这句话重复出现。

一位流感防治专家告诉记者，感

染病毒后， 是否会出现人传人取决于

病毒的特性， 特别是与受体结合的特

性。 这种特性也与病毒是否容易感染

人相关。 2003年，H5N1人禽流感病例

不断出现，致死性较高。

上述流感防治专家解释， 与人流

感病毒相比， 禽流感病毒受体的组织

结构存在不同。 人的上呼吸道没有禽

流感病毒受体，所以很难感染人。 但处

于下呼吸道的人的肺部有禽流感病毒

的受体。 禽流感病毒一旦影响到人的

肺部，会使人感染，且症状较重。

尽管与病毒的对抗有着漫长的历

史，时至今日，人类对这种体积微小、

结构简单的非细胞微生物仍谈不上完

全了解。

面对病毒侵犯， 快速准确地鉴定

病原是致胜关键。

“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

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这是

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最新消息。 距离

首次通报，9天。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1 点，武

汉市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武汉市疾控中心已检测完标本，湖

北省疾控中心正在组织专家对病例标

本进行复核。 知道病原，才能有针对性

用药。 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分秒

必争” 并不为过，这有赖于科学研究的

发展， 疾病监测体系的完善以及信息

的持续公开透明。

2003 年 4 月 ， 世界卫生组织

（WHO）在日内瓦宣布，SARS病原是

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被称为 SARS 冠

状病毒。 这一时间，与首个病例通报相

距 5个多月。

2013年 3 月 29 日下午，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从送检的病例标本中分

离到 3 株 H7N9 禽流感病毒，并确诊。

此时首个病例发病已一个多月。

武汉“不明肺炎”事件中，病原鉴定

时间大幅缩短。 1月 9日的最新通报显

示，实验室采用基因组测序、核酸检测、

病毒分离等方法，对病人的肺泡灌洗液、

咽拭子、血液等样本进行病原学检测。

确认引起某流行性疾病的病原，

需满足三点：首先，可疑病原需在病人

中均有发现， 在病人临床样本中可检

测到病原核酸。 其次，从病人临床样本

中可成功分离到病原。 此外，分离的病

原感染宿主动物后可引起相同的疾病

症状。 而病人恢复期血清中该病原的

抗体滴度有 4 倍升高， 可帮助确定病

原。

病原的分离和致病性鉴定等科学

研究一般需要数周的时间。

一位北京三甲医院呼吸科主任对

记者分析，培养的病毒能否生长，取决

于临床标本中病毒的数量和活力。 免

疫学方法能够检测到呼吸道分泌物的

病毒抗原， 但最终结果还有赖于相当

高的病毒载量。

上述某病原实验室负责人补充

道，病毒活在细胞里，得先找到其生长

的特定细胞，分离中还可能发生变异。

即使分离到病毒， 还需通过动物实验

验证是否符合现有病人的临床表现，

确定是所要找的病毒。

之后，还要培养病毒，这也是耗费

时间的活，有时至少要 20多天。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出现， 使得实

验人员能够在短期内找到病原的核

酸、基因组等证据，鉴定出是否为已知

病毒或是哪一类病毒。

2017 年科技部发布的“传染病国

家重大专项” 成果之一， 便是建立了

72 小时内、 鉴定 300 种已知病原的检

测技术体系。 病毒的遗传信息储存在

核酸中，预示病毒特性的同时，也似一

个“身份证” ，可帮助研究者分辨具体

的病毒种类。 主要原理是，设计出可与

病毒身份信息相匹配的另一段核酸序

列。 在浩如烟海的核酸海洋中，像一枚

探针，与特定“身份” 的病毒配对。

上述北京呼吸科主任告诉记者，

利用上述原理， 现有技术可同时检测

12—15种病毒， 已成为呼吸道病毒检

测的标准方法。

首先会用这类技术筛查是否为已

知或常见的肺炎病毒，上述病原实验室

负责人说，“不到一天，能够判断出是否

为十几种已知的肺炎病毒” 。这其中，包

括流感、禽流感、腺病毒、SARS等。

如仍未鉴定出具体病毒种类，实

验室负责人会委托检测公司， 将标本

与病原数据库内的基因信息进行比

对，确定病毒的类别。

上述方法需要预知病原序列，对

未知病原和序列变异大的病原无能为

力。 “这些方式仍无法确定的话，会考

虑是否为新发病原。 需分离培养病毒，

再用多种方法鉴定” 。上述病原实验室

负责人称。

最终，专家组认为，武汉不明原因

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 初步被

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10多年来

病原检测变快了多少？

冠状病毒作乱

通报9天后鉴定出病原

病毒根源仍在追查

A

B

C

中国已分享

新型冠状病毒

基因序列信息

武汉不明肺炎疫情发展近半个月， 目前

已初步判定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 1月 11

日，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联同多家研究机

构联合公布了其中一个武汉不明肺炎感染个

案的基因排序。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

物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在香港记者

会上表示，根据病毒基因图谱，此新型病毒与

浙江省舟山蝙蝠的冠状病毒基因最接近。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

向记者表示，基因图谱显示，此次新型冠状

病毒与舟山蝙蝠携带的病毒有 12%的序列

差异， 并不能直接推测出舟山蝙蝠是传染

源， 接下来仍需要调查导致人类感染的动

物源头是什么。

据了解，1 月 12 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11

日 0—24时，武汉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病例，治愈出院 4 例，无新增死亡病

例报告。 截至目前，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 已治愈出院

6例，在治重症 7例，死亡 1例。 综合

新型冠状病毒

与舟山蝙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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