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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冠状病毒分布于全球,有多个亚型。 以前出现的冠状病

毒主要与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有关,例如引起普通感冒的

229E 型和 OC43 型冠状病毒[1] 。 2002 年秋季我国广东省发

生的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严重病毒性肺炎,即严重急性呼

吸综合征(SARS),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被命名为 SARS 冠状

病毒,其中间宿主为果子狸[2] 。 SARS 自中国迅速蔓延至全

球 30 个国家。 在 1 年时间里,SARS 病例达 8 273 例,其中

774 例死亡。 SARS 疫情发生后 10 年,阿拉伯半岛出现由另

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严重病毒性肺炎,即中东呼吸综合

征(MERS)。 2012 年 6 月,沙特阿拉伯发现首个病例[3 - 4] 。
MERS 病例大多数发生在阿拉伯半岛,即沙特阿拉伯、阿拉

伯、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约旦、科威特和黎巴嫩等国家。 此

外,与旅游相关 MERS 感染发生在欧洲(英国、意大利、希腊、
荷兰、法国和德国),以及突尼斯、马来西亚、菲律宾、埃及等

国,最近伊朗和美国也有相关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

道,截至 2015 年 7 月 29 日,实验室确诊病例为 1 382 例,病
死 493 例(病死率 35. 7% ),中国发现 1 例输入性 MERS 病

例[5] 。 单峰骆驼可能是 MERS 冠状病毒(MERS鄄CoV)的宿

主,而蝙蝠可能是 MERS鄄CoV 向人类传播的载体[6] 。 尽管

SARS 和 MERS 均由冠状病毒引起,但 SARS 以人与人之间高

效传播与相对较低的病死率为特点,而 MERS 仅为有限的人

传染人,但病死率较高[7] 。

1摇 病毒学

摇 摇 冠状病毒为单链 RNA 病毒,刺突蛋白(S)包绕球蛋白,
赋予病毒“晕轮冶的特点,即在电子显微镜学中所称的电晕。
迄今已发现 6 种冠状病毒能够导致人类疾病,包括 琢 类冠状

病毒亚组 229E、NL63 和 茁 类冠状病毒亚组 OC43、SARS、
HKU1 和 MERS。 冠状病毒有相对较大的基因组 (26 ~
32 kb),且除了 茁 冠状病毒 HKU1 亚型,其他人类冠状病毒

亚组已在体外培养出[1 - 2] 。 MERS鄄CoV 是已知的感染人类的

茁 冠状病毒 C 谱系的一个新种,是一种具有包膜及基因组为

线性非节段单股正链的 RNA 病毒。 从遗传角度讲,虽然

MERS鄄CoV 与其他 茁 冠状病毒(从欧洲、墨西哥、非洲和香港

的蝙蝠中分离的)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但在阿拉伯半岛,单

峰骆驼可能是 MERS鄄CoV 真正的源头[6] 。 MERS鄄CoV 在恒

河猴肾细胞系或非洲绿猴肾细胞系内可产生细胞病变效应,
提示该病毒可在细胞内复制。 区别 MERS鄄CoV 与 SARS鄄CoV
的细胞受体称为二肽基肽酶鄄4(Dipeptidyl Peptidase 4,DPP鄄
4,也称为 T 细胞表面抗原 CD26),它与 MERS鄄CoV 表面蛋白

结合发挥作用。 DPP鄄4 的抗体能阻断病毒的感染,说明 DPP鄄
4 是 MERS鄄CoV 的功能受体[8] 。

MERS鄄CoV 主要存在于支气管纤毛上皮细胞、终末支气

管上皮细胞和肺泡巨噬细胞[6] 。 除了组织培养,MERS鄄CoV
可通过 ELISA、间接免疫荧光试验或微量中和试验进行检

测。 RT鄄PCR 方法是检测并诊断 MERS鄄CoV 最为有效的方

法。 MERS鄄CoV 存在于呼吸道、血清、粪便和尿液,其中下呼

吸道分泌物浓度最高。 曾暴露于 SARS 的人群,会产生一定

的抗 SARS鄄CoV 抗体,这种抗体似乎可以赋予人们一定的保

护性免疫,即使感染 MERS鄄CoV,其症状也较轻[7,9 - 10] 。

2摇 流行病学

摇 摇 在 2012 年 6 月,首次从 1 名因病毒性肺炎死亡的沙特

商人呼吸道分离出一种新型的 茁 冠状病毒(MERS鄄CoV) [11] 。
自此,至少有 20 个国家出现了 MERS 病例。 MERS 可以表现

为轻度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也可表现为以 ARDS 及急性肾衰

竭为特征的快速进展、复杂的病毒性肺炎。 曾发生 MERS 在

医院和家庭内暴发的情况,且已证实人与人之间可发生有限

的传播,因此家庭和医院可能会成为发生传播的主要场

所[12 - 13] 。
流感大流行令人感到恐惧,是因引起流感大流行的病毒

株(例如,1918 年的 H1N1 病毒株)具有人与人之间快速传播

的能力,且病死率高,尤其是在健康的成年人中[14 - 15] 。
SARS 虽 病 死 率 低, 但 有 较 强 的 传 染 性[16 - 18] 。 禽 流 感

(H7N9)病死率相当高,大流行可能性也很高[19] 。 与之相

反,MERS 大流行的可能性较低,虽然有较高的致死率,但其

传播性却很有限。 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发生的

MERS 均可溯源至阿拉伯半岛或疫源地。 据美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报道[20] ,2014 年 5 月 2 日在印第安纳州确诊美国首

例 MERS,该患者是从沙特阿拉伯经伦敦及芝加哥前往印第

安纳州的旅行者,是位卫生保健工作者,长期生活和工作在

沙特阿拉伯。 美国第 2 例 MERS 于 2014 年 5 月 11 日在佛罗

里达州确诊,同样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旅行者,该患者也是

医疗工作者,自沙特阿拉伯经伦敦、波士顿及亚特兰大前往

佛罗里达州。 美国第 3 例 MERS 是与首个确诊病例偶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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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后被感染的。 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另 1 例 MERS,于 2014 年

5 月 25 日在约旦确诊。 他最初是住院手术,随后痊愈出院,
出院 5 d 后患者出现发热,发热 3 d 后被送往同一家医院,住
院 2 d 后开始出现咳嗽,胸片提示肺炎。 当时怀疑是 MERS,
但 MERS 的各项检测均为阴性。 因患者病情非常严重,在重

症监护室住了 10 d 后,第 2 次标本采集送检结果阳性[6,14] 。
我国首例 MRES 确诊患者为输入性病例,2015 年 5 月 26 日

自韩国经香港进入广东省惠州市,于 5 月 28 日确诊,追溯该

患者病史,其父亲曾与韩国首个确诊患者住在同一病区,且
其父亲及姐姐先后被确诊为 MERS[21] 。 根据目前已知的资

料,并结合上述 5 个病例,可以看出 MERS鄄CoV 已具备一定

的人传人能力,并主要发生在医务人员、在院的其他患者或

探视的家属,尚无证据表明该病毒具有持续人传人的能力。
人际间传播可能主要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也可能通过密

切接触患者的分泌物或排泄物而传播。

3摇 临床特点

摇 摇 MERS 人传染人的中位潜伏期约 5 d(范围 1. 9 ~ 14. 7
d),从发病到住院的中位时间大约 4 d,从发病到住 ICU 的中

位时间约 5 d。 从发病到病死的中位时间约 12 d,机械通气

持续的中位时间为 16 d,住 ICU 的持续中位时间为 30 d。 在

ICU,MERS 患者的 90 d 病死率为 58% [6,22 - 23] 。
MERS 的临床表现类似流感样疾病 ( ILI)。 SARS 和

MERS 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发热伴寒战、头痛和干咳[6] 。
有些患者在 MERS 进展之前无症状或表现轻度呼吸道症状,
不伴发热或腹泻症状[24] 。 目前全球最大的一项 MERS 临床

报道也来自于中东,47 例中 28 例死亡(60% ),且死亡率随

年龄增高而增高;45 例存在合并疾病(糖尿病 68% ,高血压

34% ,冠心病 28% ,慢性肾病 49% ),仅 2 例体健;临床表现

发热占 98% ,畏寒、寒战占 87% ,咳嗽占 83% ,气促占 72% ,
肌痛 32% ,消化系统症状常见(腹泻 26% ,呕吐 21% ,腹痛

17% ) [25] 。 与流感相似,一些 MERS 患者仅主诉咽喉痛,而
病情较重的患者胸片常存在异常,胸片最初可表现为单侧肺

基底部炎性渗出,类似肺叶 /肺段肺炎的表现,双肺间质浸润

更为常见,病灶也可呈现为卵圆形、结节样[6] 或实变,但空洞

不是 MERS 肺炎的特征,少量胸腔积液在 MERS 病例并不少

见[22] 。 MERS 患 者 可 迅 速 进 展 成 ARDS, 与 严 重 流 感

(H1N1)或严重禽流感(H7N9)一样,表现为严重低氧血症和

双肺间质浸润。 MERS 区别于流感的临床特征是相对高频度

的肾脏受累,即 MERS 相关肾衰竭[14 - 15,19] 。 与任何因呼吸

衰竭而气管插管且长期机械通气的患者一样,医院获得性肺

炎(无双重感染)可能使 MERS 患者病情复杂化[6] 。 如果无

阿拉伯半岛的旅游史及 MERS 患者接触史,MERS 的临床表

现很难与其他严重病毒性肺炎相鉴别[22] 。

4摇 实验室检查和诊断

摇 摇 MERS 非特异性实验室检查包括白细胞减少、相对淋巴

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而血小板减少症较流感病毒性肺炎

少见。 在住院 MERS 患者中,血清转氨酶常轻度至中度升

高。 MERS鄄CoV 存在于血液、尿液和粪便,其主要诊断方法

包括病毒分离、病毒核酸检测,而病毒分离作为实验室诊断

的“金标准冶;病毒核酸检测可用于早期诊断,RT鄄PCR 检测

证实下呼吸道分泌物存在 MERS鄄CoV。 重症 MERS 患者的下

呼吸道分泌物标本获得阳性可能性最高,而不是鼻拭

子[6,22 - 23] 。 根据我国 MERS 病例诊疗方案(2015 年版),具
备下述 4 项之一,即可确诊为 MERS 实验室确诊病例:至少

双靶标 PCR 检测阳性;单个靶标 PCR 阳性产物,经基因测序

确认;从呼吸道标本中分离出 MERS鄄CoV;恢复期血清中

MERS鄄CoV 抗体较急性期血清抗体水平阳转或呈 4 倍以上

升高。

5摇 治疗

摇 摇 MERS 临床上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多为支持性治疗,且
多数情况下机械通气或体外膜肺氧合是必要的,同时要预防

并发症。 对伴有 ARDS 的患者需采取保护性通气及必要的

循环支持,预防性使用抗生素防止混合感染,急性肾衰竭患

者进行肾移植等[11,22,26 - 27] 。 对于一些重症患者使用大剂量

糖皮质激素治疗是否得当? 从 SARS 及 H1N1 的使用结果

看,这种疗法被证明是有害而无益的。 因此,WHO 并不推荐

将此法用于治疗 MERS,除非存在哮喘或顽固性休克[28] 。 玉
型干扰素(如干扰素鄄琢,特别是干扰素鄄茁)能够抑制体外培养

细胞内的 MERS鄄CoV[29 - 30] 。 动物实验研究发现,干扰素鄄琢2b
联合利巴韦林可减少冠状病毒复制,且具有调节宿主免疫的

作用,但未用于人类 MERS 的临床治疗[31] 。 近期有研究表

明,干扰素鄄琢2b 联合利巴韦林对一些 MERS 患者是有效的,
但对伴有合并症的严重患者效果不佳[32] 。 在体外培养的细

胞内,MERS鄄CoV 多肽抑制剂能够减少病毒复制,其作用机

制类似于抗 HIV 药物(恩夫韦地),这为 MERS 的治疗提供

了一种新的选择[33] 。 人类单克隆中和抗体和康复患者的血

清对于 MERS 患者可能是有效的[34 - 37] 。 目前尚无获批的

MERS鄄CoV 疫苗应用于临床,但已有利用改造的牛痘病毒表

达的 MERS鄄CoV 的 S 蛋白[38] ,且利用这种 S 蛋白制备的亚

单位疫苗在小鼠体内可诱导产生 MERS鄄CoV 中和抗体[39] 。

6摇 预防控制

摇 摇 MERS 感染控制方面必须要做的是隔离,减少人与人之

间传播。 有 ILI 的患者,尤其是来自阿拉伯半岛附近国家或

其他疫源地的,应避免旅行,直至痊愈。 家庭成员接触疑似

或确诊 MERS 病例应戴口罩,出现 ILI 时应避免乘公共交通。
曾前往阿拉伯半岛或 MERS 疫源地旅行者,14 d 内出现发

热、咳嗽、气促,需高度警惕,凡是接触过这些有呼吸道症状

的患者,均需自最后接触之日起隔离观察 14 d[40] 。 MERS 高

危人群也包括与那些疑似或确诊病例亲密接触的人。 要注

意观察高危人群的发热、咳嗽、气短及其他症状(即寒战、肌
肉疼痛、喉咙痛、恶心、呕吐或腹泻等)14 d。 任何对患者提

供护理的医护人员、家庭成员或与患者接触过的人[31,41 -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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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症状应注意接触感染的控制与采取空气传播的预防措

施[44] 。 在采集或进行检测 MERS 患者的呼吸道标本时,应
严格遵守感染控制预防措施。 同样为防止传染给家庭成员,
应戴口罩,因为已证实 MERS 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戴口罩

和洗手是减少传播的重要干预措施。
已有研究[26,32,45] 表明,医护人员接触或护理 MERS 患

者,感染 MERS 的风险特别高。 应当采取接触、空气传播的

预防措施,适当的个人防护能够减少医务人员成为院内疑似

或确诊 MERS 病例的风险[45] 。 由于 MERS鄄CoV 在呼吸道分

泌物中存在多久尚不清楚,保持与患者接触、空气隔离直至

出院是非常必要的。

7摇 小结

摇 摇 MERS 在与患者密切接触的家人或医护人员中可发生

有限的人与人之间传播,从目前的资料看,MERS 发生大流行

的可能性并不大。 WHO 对 MERS 进行风险评估后指出,由
于商务、宗教交流、旅游等人员往来,MERS 输入性病例出现

的风险还是存在的,我国首个确诊病例即为输入性,加强防

输入至关重要。 目前对于 MERS 尚无特异性的有效药物或

疫苗,目前卫计委推荐干扰素鄄琢2b 联合利巴韦林用于 MERS
的治疗。 因此探索病毒的致病机制并研究出针对MERS鄄CoV
有效的疫苗及药物将是未来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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