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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Y; 周死亡* 血管内凝血是某些病例的晚期特征!也可出现
感染中毒性休克+:;, * 腺病毒在新生儿中引起侵袭性肺炎!以坏
死性支气管炎和肺泡炎为特征+:<, !病毒可能是从母亲获得的!
也可能是通过产道感染* 腺病毒感染后可能遗留持续的影像学
异常-肺功能异常-支气管扩张和闭塞性细支气管炎*

!#" 免疫低下患者腺病毒感染#在移植病人和免疫缺陷病
人中腺病毒可引起致命的肺炎和播散性感染!包括肝炎-出血性
膀胱炎及肾衰竭+:=, * 从这些患者发现了多种免疫亚型%见电子
表 ;:F#&和更多血清型!常见的亚型包括 #-:-=->-E-##-:#-;#-
;<和 ;=* 此类患者检测出腺病毒的临床意义常不明确!尤其是
从粪便标本中检测出腺病毒!免疫缺陷患者腺病毒阳性常无明
显临床症状*

HQ诊断

虽然传统诊断方法为病毒培养阳性!从呼吸道分泌物-结膜
拭子-便或尿等标本中直接检测病毒抗原或核酸的方法也被广
泛应用* 由于某些血清型培养条件高!分离培养时间较长!
@WXSB或免疫荧光法快速检测临床标本中的病毒抗原和核酸扩
增技术检测病毒 9NB逐渐代替了病毒分离培养+:=3, %见第 #E
章&* 血浆腺病毒 9NB水平定量检测可用于诊断和疗效
监测+:>, *

鉴于腺病毒稳定的特性!冰冻标本%aECi&也可用于检测*
细胞培养过程中!细胞病理效应通常出现在第 ; YE 天!但也可
能需要几个星期!这限制了病毒培养在指导临床治疗方面的意
义* 采用离心培养系统可将培养时间缩短至 : 天* 急性期和恢
复期样本血清学诊断主要依赖于特定的补体结合抗体反应!但
有些腺病毒亚型难以用补体结合试验发现* 活检标本光镜下所
见特征性嗜碱性核内包涵体或电镜下观察到病毒结晶状排列有

助于组织学诊断*

JQ治疗和预防

腺病毒感染抗病毒治疗还未被证实有效* 更昔洛韦与西多
福韦在体外被证实有效!越来越多的报道表明重症患者静脉应
用更昔洛韦可能有效!但更昔洛韦有显著肾毒性+:E, * 西多福韦
也被用于免疫低下人群腺病毒感染的治疗和预防+:H, * 尽管个
别患者尝试了静脉应用利巴韦林 %对体外 6亚群腺病毒有
效& +:G,或利巴韦林联合免疫球蛋白+;C, !但疗效不佳+;#, *

由于腺病毒感染常有高热和全身症状!需解热镇痛药如阿
司匹林和对乙酰氨基酚对症治疗* 温盐水漱口有助于缓解咽喉
疼痛!此类疼痛一般无需止痛治疗* 咽部分泌物有时会被误诊
为链球菌性咽炎*

安全有效的腺病毒 < 和 E 型口服活疫苗已被用于军队!其
制成肠溶胶囊可用于预防新兵急性呼吸道疾病* 这些疫苗不能
降低其他血清型的感染率* 停止应用此疫苗后!腺病毒又重新
成为这类人群中急性呼吸道疾病的重要病原* 目前正研发一种
新型的针对腺病毒 < 和 E 型疫苗+;:, *

!二" 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是具有包膜的单股正链 N̂B病毒!基因组含有约

:G CCC 个核苷酸* 包膜上的棘突使整个病毒看起来像日冕!故
称之为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分四个属!即*-/-(和 &* /属进一

步细分为四个亚属!BF9* 人冠状病毒 ::G@%]6'R::G@&和人冠
状病毒NW>; 属于*属!人冠状病毒76<; 和]\M# 则属于/属*
新型冠状病毒!SB̂ S和?@̂ S冠状病毒!也属 /属!分别属于 I
和6亚属+;;, *

该病毒包含 = 个结构蛋白$刺突糖蛋白%S 蛋白&-血凝素糖
蛋白%]@蛋白&-膜糖蛋白%?蛋白&-小包膜糖蛋白%@蛋白&和
核壳蛋白%N蛋白&* 刺突糖蛋白是主要的包膜糖蛋白!介导细
胞黏附和细胞膜融合)刺突糖蛋白抗体被认为是保护性抗体!可
用于治疗和作为疫苗靶点* 另一个包膜蛋白 ]@蛋白仅见于部
分冠状病毒株* 非结构蛋白如病毒复制酶及蛋白酶!特别是 ;6
类蛋白酶!也是抗病毒药物作用位点*

5Q流行病学与传播途径

多年来人类冠状病毒76<; 和 ::G@被认为是引起感冒的病
原并可引起反复感染* 在成人中!这些病毒每年引起 <D至 #=D
急性呼吸道疾病!高峰期可达 ;=D* 儿童年患病率为 HD!高峰
期可达 :CD+;<, * 对 :C 年间 = 岁以下儿童标本进行聚合酶链反
应%0'142/&3+/$%3)( &/3$,)'(!86̂ &检测发现!在每 #CCC 人F年中!
冠状病毒可以引起 ##!< 个下呼吸道疾病事件和 >E!; 次上呼吸
道相关性疾病+;=, * 成人感染 ::G@和76<; 频率为 #= Y:=O%#CC
人"年&!其中近 HCD感染见于病毒抗体阳性患者+;>, * 冠状病
毒常在冬季和早春流行!但全年均可发现+;E, *

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重症呼吸道感染在全世界暴

发* :CC; 年 SB̂ S出现在中国华南之后迅速传播到全球+;H, !该
致病病毒被命名为 SB̂ S 冠状病毒* 截至 :CC< 年疫情终止!
SB̂ S导致各个年龄段的至少 HCGH 例重度呼吸道感染和 EE< 例
死亡病例* 这次暴发的来源被认为是动物宿主果子狸* 最近!
冠状病毒导致重症呼吸道疾病第二次暴发!最先出现在中东国
家+;G!;G3!;G*, * :C#< 年 = 月!第一例?@̂ S确诊病例为一个从沙特
阿拉伯到美国的游客!第二例确诊病例是一个从沙特阿拉伯到
佛罗里达的游客!两例病例无相关性+;G$, * 引起中东呼吸综合征
的病毒被命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SF6'R&* 它在
基因上接近于蝙蝠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有证据表明 ?@̂ S 冠
状病毒也感染骆驼!但这些动物在传播中的作用有待确定+<C!<#, *
关于?@̂ S 冠状病毒的最新信息可查阅 %,,0$OOLLL[$5$[T'.O
$'&'(3.)&-+O2/&+O*

人76<; 感染研究+<:,及动物 SB̂ SF6'R感染研究+<;,证实冠

状病毒可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和呼吸道感染性分泌物飞沫传播*
SB̂ SF6'R在症状出现第 #C 天病毒排毒达到高峰!此时处于病
情最严重阶段+<<, * 这一特征可指导医院内暴发病例的感染控
制* SB̂ SF6'R潜伏期在 : Y#C 天左右!传统人冠状病毒感染的
潜伏期为 ; Y< 天*

!Q发病机制

传统冠状病毒抗原可在感染志愿者脱落鼻咽上皮细胞中发

现+<=, !感染会导致鼻堵-黏膜温度和鼻腔分泌物增加等+<>, * 然
而对于传统冠状病毒引起感冒的发病机制知之甚少*

SB̂ S死亡病例的肺病理特点是弥漫性肺泡损伤+<E, -0型
肺泡上皮细胞增生-鳞状上皮化生和多核巨细胞形成* 噬血细
胞或吞噬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吞噬细胞可能与细胞因子作
用相关+<H, * 此外!在肺泡上皮中可检测到病毒+<G, * 这些发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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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冠状病毒感染的发病机制不仅与病毒对肺泡上皮细胞的直接

损伤相关!也跟宿主免疫失调相关*

FQ临床疾病

传统人类冠状病毒可导致感冒!难与其他病毒引起的感冒
相鉴别* 冠状病毒感染也和急性中耳炎-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成
人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和肺炎有关*

SB̂ S感染导致的非典型肺炎临床表现不特异!很难与其他
急性病毒性呼吸道感染鉴别!尤其是流感* 常见的症状是发热-
寒战-肌痛!偶有腹泻* 咳嗽和呼吸困难是主要的呼吸道症状!
但在疾病初期不一定出现* 呼吸系统疾病在 < YE 天内加重!约
:CD患者需要呼吸支持* ?@̂ S的临床表现类似!胃肠道症状可
能更会更突出+=C, * SB̂ S在各年龄段的平均病死率为 G!>D!在
老年人更高+=#, !儿童病情较轻+=:, * ?@̂ S 患者多伴有合并
症+=;, * SB̂ S实验室检查异常包括乳酸脱氢酶-转氨酶和肌酸
激酶升高以及血液系统异常!特别是淋巴细胞减少%69< 和69H
A细胞耗竭&和血小板减少*

HQ诊断

胸部6A常见表现为单侧或双侧磨玻璃影-小叶间隔或小叶
间质增厚* 多数患者可见下肺周边受累* 部分患者急性期后出
现肺纤维化+=<, * 预后不良的临床特征包括双肺受累-乳酸脱氢
酶明显升高-高龄和有其他合并症*

SB̂ S冠状病毒复制的主要部位是下呼吸道+<G, * 痰86̂ 检

测是最可靠的!但血液和粪便中也可以检测到病毒 N̂B+==, * 血
清抗体在病程第 : Y; 周上升!第 < 周检测抗体阴性可排除 SB̂ S
诊断*

JQ治疗和预防

冠状病毒的免疫持续时间很短*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冠状病
毒再感染几率高+=>, * 实验结果表明冠状病毒 ::G@感染后有效
免疫持续较短!同型病毒可再感染+=E, * 在某些情况下!动物冠
状病毒疫苗甚至导致病情加重+=H, * 当然以上因素并不能阻止
研发有效的 SB̂ S冠状病毒疫苗+=G, *

目前尚无证实临床有效的抗人冠状病毒药物* 抗 SB̂ S 冠
状病毒可能有效的药物包括氯喹-蛋白酶抑制剂-利巴韦林-2
型干扰素-氯硝柳胺-抗炎药如吲哚美辛+>CF>:, * 一项研究发现利
巴韦林联合洛匹那韦O利托那韦%用于治疗 ]XR蛋白酶抑制剂&
治疗与传统单独用利巴韦林相比不良反应发生率减低* 另一种
蛋白酶抑制剂!那非那韦也在体外被证实有抗冠状病毒活性*
抑制 SB̂ S病毒复制的药物还包括干扰素* 尽管机制不明!氯
喹-氯硝柳胺-吲哚美辛均能在体外抑制 SB̂ S冠状病毒+>;F>=, *

!三" 巨细胞病毒
巨细胞病毒%$4,'2/T31'.)&-+!6?R&属于疱疹病毒科 (疱疹

病毒亚科!其结构包括含有线性双链9NB内核!含 #>: 个病毒壳
粒正二十面体衣壳和来自宿主细胞核膜的包膜* 6?R形态大
%:CC(2&和基因组大%h:CC CCC*0&有别于其他人疱疹病毒* 不
同6?R病毒株大约有 HCD同源结构!但通过限制性内切酶分析
仍有明显区别* 巨细胞病毒基因组约编码 ;; 种结构蛋白!其中
许多结构蛋白的功能尚不清楚* 临床病毒株常编码许多在实验

室病毒株中没有的基因产物* 包膜糖蛋白I和]已被确定为主
要诱导机体产生中和抗体的抗原* 糖蛋白 I也可能是细胞毒性
A淋巴细胞的作用靶点+>>, !同时 A细胞的作用靶点还包括多种
蛋白质* 特异的细胞毒性 A细胞反应是宿主防御 6?R的重要
机制!与骨髓移植患者感染 6?R后治愈相关+>E, * 然而 6?R通
过多重机制!包括下调细胞表面]WB2类抗原和干扰抗原处理
过程等以逃避宿主识别*

5Q流行病学与传播途径

巨细胞病毒感染后!无论是否产生临床症状!它将在尿液-
唾液-粪便-眼泪-乳汁-阴道分泌物-精液等中长期存在* 因此
巨细胞病毒的主要传染源是无症状感染者* 先天或围产期儿童
巨细胞病毒感染排出病毒过程可持续数年* 该病毒通过直接接
触传播!尤其是在儿童护理中心+>H,及家庭中的亲密接触* 获得
性感染的发生率在密集人群中更高!导致早期感染* 除了性传
播-母婴传播-母乳传播!6?R还可通过输血制品和器官移植感
染* 目前尚未发现6?R季节性感染*

!Q发病机制

6?R感染人成纤维细胞并在其内缓慢增殖* 被感染细胞可
见较大且不规则的嗜碱性核内包涵体及细胞核旁嗜酸性包涵

体* 核内包涵体是6?R感染的特异性改变!并可在许多器官包
括肾-肝和消化道-肺组织细胞中发现* 肺成纤维细胞-上皮细
胞-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都是6?R感染的靶细胞+>G, *

免疫功能正常者感染6?R多为亚临床病程* 有症状者!最
典型的表现类似于单核细胞增多症急性咽炎* 免疫低下患者可
能会表现出各种临床症状!病情严重程度与感染为再次感染或
内源性病毒激活相关* 6?R血清阴性患者接受血清阳性供体的
器官!发生严重感染风险极高*

6?R肺炎的发病机制与病毒复制相关!也与宿主免疫反应
相关+EC, * 6?R肺炎的发展过程反映了病毒感染和移植物抗宿
主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在骨髓移植患者尤为
明显+E#!E:!E:3,%见第 G# 章&* 骨髓移植患者重型6?R肺炎有两种
肺部病理形式+E;, * 一种是粟粒型!表现为多个局灶性病变!细
胞巨大化-局部坏死-肺泡出血-纤维蛋白沉积和中性粒细胞反
应%图 ;:FE&* 另一种是间质型!伴肺泡细胞增生-间质水肿-淋
巴细胞浸润和弥漫巨细胞改变*

FQ临床疾病

巨细胞病毒可引起先天性和围产期感染-传染性单核细胞
增多症-肝炎-输血后感染和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中侵袭性感染*
在接受移植患者!6?R感染往往累及多个器官并合并其他机会
性病原体感染*

6?R在健康宿主中很少导致肺炎!作为呼吸道病原6?R主
要感染免疫功能低下患者* 在接受异基因骨髓移植患者中!
6?R感染是间质性肺炎最常见的原因!治疗不及时病死率极高*
骨髓移植术后巨细胞病毒肺炎的高危时间为 ;C YGC 天* 移植
早期抗6?R治疗有效!但移植后 #HC 天以上发生的迟发性巨细
胞感染发病率也越来越高*

6?R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强化
预处理和异基因移植* 6?R血清阴性肺移植患者多数也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