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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与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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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2019年12月中旬以来，中国武汉短期内出现了以发热、乏力、咳嗽、呼吸不畅为

主要症状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各级政府、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快速组
织疾控中心、医疗单位和科研院所开展调查、救治和协作攻关，迅速确定这类病例的
病原为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WHO）确认并命名为CoVID-19 ，该病原感染
所致的肺炎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在短短的几周之内席卷了中华大地，也波及至全球的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为了响应国家的防控战略，各地医护工作者紧急出动，全力以赴抗击疫情；全国人
民也出于防范自觉居家隔离。 

•        针对当前疫情的严重形势，基于对病源微生物和传染病的认知，“闭关”之余整
理了一点课件，希能对大家认知当前的病毒有所裨益，以减少不心要的恐慌；同时也
期对同仁们更多了解 “生物医学、生物制药、生物安全”有普及作用。 

•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对新型疾病有关问题认知尚有不足，斧正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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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历史上的几次重大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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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上的几次重大瘟疫 

• 1：雅典鼠疫（公元前430–前427） 
• 公元前430到前427年，雅典发生大瘟疫，近1/2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 雅典鼠疫是一场毁灭性的传染病，袭击了整

座古希腊罗马城 
• 2：古罗马“安东尼瘟疫”（公元164-180年）  
• 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五百万。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罗马兵力。  
• 3：查士丁尼瘟疫（541-542） 
• 查士丁尼瘟疫是指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鼠疫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就有5000到7000人，甚至

上万人不幸死去。  
• 4：黑死病（1347 – 1351） 
• 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黑死病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数高达7500万，其中欧洲的死亡人数为2500万到5000万。  
• 5：美洲瘟疫（16世纪） 
• 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居住着400万到500万的原住民，其中大多数都在16世纪几十年间死去，有历史学家甚至称它为“人类

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 
• 6：米兰大瘟疫（1629–1631） 
• 1629年至1631年，意大利爆发了一系列的鼠疫，通常称为米兰大瘟疫。包括伦巴和威尼斯，此次瘟疫造成大约28万人死亡。 
• 7：伦敦大瘟疫（1665-1666） 
• 伦敦大瘟疫是指1665年到1666年发生在英格兰的大规模瘟疫。在这场瘟疫中，有七万五千到十万人丧生，超过当时伦敦总人

口的五分之一。 
• 8：马赛大瘟疫（1720 – 1722） 
• 1720年，马赛遭逢瘟疫侵袭，这是该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也是18世纪初欧洲最严重的瘟疫之一，造成10万人死亡 。 
• 9：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85-1950s） 
•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是指1855年始于中国云南省的一场重大鼠疫。单在印度和中国，就有超过1200万人的人死于这场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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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爆发的传染病 
1.  艾滋病：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登载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

例报告，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艾滋病的正式记载。1982年，这种疾病被命名为"艾滋病"。不久以后，
艾滋病迅速蔓延到各大洲。  

2.  2003年SARS：是指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英语：SARS）于2002年在中国广东发生，并扩散至东南亚乃
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
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
死亡180人；加拿大：251例，死亡41人；新加坡：238例，死亡33人；越南：63例，死亡5人。   

3. 人禽流感：H5N1亚型于1997年在香港首次发现能直接感染人类。截止到2013年3月，全球共报告了人感
染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622例，其中死亡了371例。  

       2013年3月，我国首次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到2013年5月1日，上海、安徽、江苏、浙江、北
京、河南、山东、江西、湖南、福建等10省（市）共报告确诊病例127例，其中死亡26例 。 

4.  中东呼吸综合征（简称MERS） ：截止2015年5月25日，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数据显示，全球
累计实验室确诊的感染MERS-CoV病例（简称MERS）共1139例，其中431例死亡（病死率37.8%）。 

5.  埃博拉病出血热：是一种能引起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产生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病毒，其引起的埃
博拉出血热（EBHF）是当今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死亡率在50%至90%之间。 

第一章  历史上的几次重大瘟疫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5%E9%87%8D%E6%80%A5%E6%80%A7%E5%91%BC%E5%90%B8%E7%BB%BC%E5%90%88%E5%BE%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7%85%E6%AF%92%E6%80%A7%E5%87%BA%E8%A1%80%E7%83%AD/80957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BB%E4%BA%A1%E7%8E%87/167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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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瘟疫的主要病源微生物及传播方式 

1.  艾滋病：因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又称艾滋病毒感染
引起。 由① 性接触传播，② 通过输血或血制品传播， ③ 母婴传播。  

2. SARS：SARS-CoV属于冠状病毒科，呈圆形，病毒直径在80～120nm之间。 1．主要
通过近距离呼吸道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2．其他可能传播方式：SARS患者的粪便、
尿液、血液中曾检出病毒，因此其他传播方式.如粪口传播等尚不能排除。 。   

3. 人禽流感：主要有高致病性H5N1亚型和H7N9亚型病毒，禽流感病毒可通过消化道和呼
吸道进入人体传染给人。 

4.  中东呼吸综合征（简称MERS） ：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 MERS-CoV，传播途径不
是很明确，主要是通过密切接触传播。 

5.  埃博拉病出血热：埃博拉病毒（EBoV-CoV）属丝状病毒科，长度为970纳米，呈长丝
状体，单股负链RNA病毒，主要是通过病人的血液、唾液、汗水和分泌物等途径传
播。  

第一章  历史上的几次重大瘟疫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D%E7%8A%B6%E7%97%85%E6%A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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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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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原微生物：是指可以侵犯人体，引起感染甚至传染病的
微生物，或称病原体。病原体中，以细菌和病毒的危害性
最大。病原微生物指朊毒体、寄生虫（原虫、蠕虫、医学
昆虫）、真菌、细菌、螺旋体、支原体、立克次体、衣原
体、病毒。  

• 传染病〔Infectious Diseases〕：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
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
疾病。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6%9F%93%E7%97%85/188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7%85%E5%8E%9F%E4%BD%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4%E7%94%9F%E8%99%AB/38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9F%E8%99%AB/41600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0%95%E8%99%AB/44543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B%E5%AD%A6%E6%98%86%E8%99%AB/40848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B%E5%AD%A6%E6%98%86%E8%99%AB/408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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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病源微生物 
1. 病源性细菌：主要包括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球菌、脑膜炎球菌

及淋球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绿脓杆菌、白喉杆菌、结核杆菌、
麻风杆菌、破伤风杆菌、鼠疫杆菌······ 

2. 病源性真菌：皮肤癣菌、角层癣菌、孢子丝菌、着色真菌；假丝酵
母菌、新生隐球菌、曲霉菌、毛霉菌······ 

3. 病毒：甲肝病毒、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腺病毒、乳头状病毒、轮
状病毒、 SARS病毒、 MERS-CoV、EBoV-CoV、HIV、流感病毒、
腮腺炎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麻疹病毒······ 

       另外：还有部分的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氏体等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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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病毒的感染 
一、感染的途径 
二、感染的类型 
第二节 病毒的致病机制 
一、病毒对宿主的影响 
二、抗病毒免疫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病毒的致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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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病毒的感染 
病毒的感染：指病毒通过粘膜或破损皮肤等途径侵入机体，在局部或全身的易感细胞

内复制增殖、造成机体不同程度的病理过程。 
一、病毒感染的途径（病毒传播方式） 
1.水平传播：病毒在人群不同个体之间的传播方式。 
常见途径： 
1）呼吸道传播：如流感病毒、麻疹病毒等。 
2）消化道传播：如肠道病毒、甲肝病毒等。 
3）媒介昆虫叮咬传播：如流脑病毒、森林脑炎病毒等。 
4）动物咬伤传播：如猎犬病毒。 
5）接触传播：如传染性软疣病毒。 
6）性传染：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等。 
2.垂直传播：病毒通过胎盘或产道，由亲代直接传给子代的方式。 
   垂直传播是病毒感染的特点之一。 
       以乙肝病毒、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为多见。可引起死胎、早产或先

天畸形。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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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毒感染的类型 
根据临床症状有无，分： 
(一）隐性感染（亚临床感染） 
    病毒进入机体后，不引起临床症状。 
    原因： 
    1、病毒毒力弱或机体防御能力强，病毒不能大量增殖，不造成细胞、组织的严重损伤。 
    2、也可因病毒不能最后侵犯到达靶细胞，不出现临床症状。 
     隐性感染者可向体外播散病毒而成为传染源。  
(二）显性感染 
   病毒在宿主细胞内大量增殖引起细胞破坏、死亡，使机体出现临床症状。 
     根据感染部位分： 局部感染     全身感染 
     根据发病缓急分： 急性感染     持续性感染 
     根据感染来源分： 内源性感染    外源性感染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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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显性感染： 
 
 (1）慢性感染：病毒可持续存在于血液或组织中并不断排出体外，或经输血、注射

而传播。病程长达数月至数年，病毒在整个持续过程中可被检出，一般在机体免疫功
能低下时发病，患者表现轻微或无临床症状。如乙肝。 

 (2）潜伏感染：急性或隐性感染后，病毒基因存在于一定组织或细胞内，但并不能
增殖产生感染性病毒。在某些条件下病毒被激活发生增殖而引起临床症状，称急性发
作，病毒仅在临床间歇性急性发作时才能被检出。如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3）慢发感染：也称迟发感染。病毒感染后，有很长的潜伏期，达数月、数年甚至
数十年。一旦出现临床症状，多呈进行性发展，最终导致死亡。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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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局部感染 
            局部感染（Local infection）局部感染是指病原菌侵入机体后，

在一定部位定居下来，生长繁殖，产生毒性产物，不断侵害机体的感
染过程。这是由于机体动员了一切免疫功能，将入侵的病原菌限制于
局部，阻止了它们的蔓延扩散。如化脓性球菌引起的疖痛等。 

2. 全身感染 
          （Systemic infection）机体与病原菌相互作用中，由于机体的免

疫功能薄弱，不能将病原菌限于局部，以致病原菌及其毒素向周围扩
散，经淋巴道或直接侵入血流，引起全身感染。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根据感染部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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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1. 急性感染 
       潜伏期短、发病急，病程数日至数周。恢复后机体内不再存在病毒，如流行性感
冒、甲肝等。 
2. 持续性感染 
       病毒在宿主体内持续存在数月、数年甚至终身，潜伏期长、发病慢、恢复也慢。 
       可出现明显症状，也可不出现明显症状而长期携带病毒，成为重要传染源。 

根据发病缓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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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性感染：  
       传染源：病人、带菌者、患病或带菌动物  
内源性感染：  
      体内正常菌群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条件致病菌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根据感染的来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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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侵入肌体是否引起疾病，取决于二个方面： 

第二节 病毒的致病机制和免疫性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病毒的致病性（毒力） 

宿主免疫力 

其致病基础： 病毒 宿主细胞 病毒增殖、扩散 

宿主细胞结构和功能改变 肌体的免疫应答 

组织器官的损伤和功能损伤 清除病毒 免疫病理性损伤 

不同病毒由于侵入的靶器官不同，常表现特定的临床症状 

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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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病毒的致病机制 
• （一）病毒对宿主的直接作用 
• 1、杀细胞效应 

• 2、核酸整合 

• 3、形成包涵体 

• 4、细胞膜改变 
• （二）病毒感染的免疫病理作用 
• 1、体液免疫损伤作用 
• 2、细胞免疫损伤作用 
• 3、免疫耐受 
• 4、免疫抑制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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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毒对宿主的直接作用 
1.杀细胞效应 
   病毒在细胞内增殖造成细胞溶解死亡。多见于无包膜病毒。 
（1）病毒增殖、释放时引起细胞裂解 

（2）病毒增殖，阻断宿主细胞蛋白质及核酸的合成 

（3）病毒感染后，细胞膜溶酶体膜通透性增强，酶释放 

（4）大量的衣壳蛋白，直接损伤宿主细胞 

2.核酸整合 
         整合后病毒核酸随宿主细胞的分裂而传给子代，一般不复制出病毒颗粒，细胞也不被破坏。 
 整合感染的病毒引起的细胞转化，与病毒的致肿瘤性常有密切关系，但转化并不一定能致肿瘤。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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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涵体形成 

      有些病毒感染细胞后，可在细胞内形成普通显微镜下可观察到的嗜酸性或嗜碱性、圆形或椭

圆形或不规则的团块结构。 

      包涵体成分对宿主细胞的结构和功能也有破坏作用，也可导致宿主细胞损伤；同时它又有助

于病毒感染的辅助诊断。 
4. 细胞膜改变 
       多见于有包膜病毒，病毒感染细胞后不阻碍细胞的代谢，不使细胞溶解死亡，成熟后以出芽

方式释放，再感染邻近细胞，但病毒可引起宿主细胞膜改变。 
1）细胞膜融合：病毒感染人体可导致感染细胞与邻近正常细胞的融合，形成多核巨细胞，并借此

促成病毒的扩散。如麻疹病毒。 
2）细胞出现新抗原：病毒在细胞内复制过程中，可引起宿主细胞膜组分的改变，形成自身抗原，

或由病毒基因编码的抗原也可表达在宿主细胞膜上，构成新抗原。 
    两者均可诱发免疫应答，致宿主细胞损伤或破坏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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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毒感染的免疫病理作用 
   1. 体液免疫损伤作用： 
        许多病毒感染后，如流感病毒等侵入细胞后，能诱发细胞表面出现新抗原。这

些抗原与抗体结合，在补体参与下可引起细胞溶解。 
   有些病毒感染后，病毒抗原与相应抗体结合的免疫复合物可长期存在于机体血循

环中，当这种免疫复合物沉积于肾毛细血管基底膜，激活补体可引起Ⅲ型超敏反
应，造成组织损伤，出现蛋白尿、血尿等症状，若沉积在关节滑膜部位则形成关
节炎。 

 2. 细胞免疫损伤作用： 
  可损伤受病毒感染而出现膜新抗原的靶细胞，通过Ⅳ型超敏反应造成细胞病变。 
  病毒蛋白也可因与宿主细胞的某些蛋白间存在共同抗原而导致自身免疫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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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免疫耐受性： 

      当机体在胚胎期或初生期感染某些病毒，可诱导机体
对此病毒抗原产生免疫耐受性，即不产生抗体和（或）细
胞免疫，使机体终身携带这一病毒，如乙肝病毒等。 

4. 免疫抑制： 

             许多病毒感染能引起宿主免疫功能的抑制，如风疹病
毒可在淋巴细胞或经激活的淋巴细胞中增殖，从而导致机
体免疫低下，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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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抗病毒免疫 
• 1、非特异性免疫 
• 干扰素 
• 巨噬细胞的杀病毒作用 
• NK细胞的杀病毒作用 
• 2、特异性免疫 
• 细胞免疫 
• 体液免疫 

第二章  病源微生物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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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定传染病分类管理 
• 甲类传染病： 
• 鼠疫、霍乱。 
• 乙类传染病： 
•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甲

型H1N1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炭疽、细菌
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白喉、新
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氏菌病、淋病、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
SARS。 

• 丙类传染病： 
• 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麻风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

疹伤寒、黑热病、包虫病、丝虫病，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
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 

• ★我国将SARA和本次的NCP列入乙类传染病甲类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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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最有效的防控方法——疫苗 

• 我国的疫苗分类 
• 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的规定受种

的疫苗，包括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
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11种）。 

• 乙肝疫苗、卡介疫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白破、麻风、麻腮风、乙脑、
流脑A、流脑A+C、甲肝灭活 

• 第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 
• 主要有：口服轮状病毒疫苗、甲肝疫苗、HIB疫苗、流感疫苗、狂犬病

疫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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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生物学特点、致病性、传播途径、流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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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病毒？ 
• 病毒：是一种个体微小，结构简单，只含一种核

酸（DNA或RNA），必须在活细胞内寄生并以复
制方式增殖的非细胞型生物。 

• 病毒分类： 
• 从寄主上分为：植物病毒，动物病毒和细菌病毒。

从结构上还分为：单链RNA病毒，双链RNA病毒，
单链DNA病毒和双链DNA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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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砖状 

2.病毒的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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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什么是呼吸道病毒？ 
• 呼吸道病毒( viruses 

associated with respiratory 
infection)是指以呼吸道为侵入
门户，在呼吸道粘膜上皮细胞
中增殖，引起呼吸道局部感染
或呼吸道以外组织器官病变的
病毒。  

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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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4.常见的呼吸道病毒有哪些？ 
主要包括：正黏病毒科的流感病毒，副黏病毒科的副流感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麻疹病毒、腮腺炎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
病毒和人偏肺病毒，披膜病毒科的风疹病毒，小RNA病毒科
的鼻病毒，冠状病毒科的SARS冠状病毒、 CoVID-19等。此
外，腺病毒、呼肠病毒、柯萨奇病毒与ECHO病毒、疱疹病毒
等也可引起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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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什么是冠状病毒？ 
• 冠状病毒为不分节段的单股正链RNA病毒，

属于巢病毒目（nidovirales）冠状病毒科
（Coronaviridae）正冠状病毒亚科
（Orthocoronavirinae），根据血清型和基
因组特点冠状病毒亚科被分为a、β、γ和δ
四个属。冠状病毒（Coronavirus）属于冠
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冠状病毒属
（Coronavirus），由于病毒包膜上有向四
周伸出的突起，形如花冠而得名。 

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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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有包膜，颗粒呈圆形或椭圆形，经常
为多形性， 直径50-200nm。 
       S蛋白位于病毒表面，形成棒状结构，作为病毒
的主要抗原蛋白之一，是用于分型的主要结构，N蛋

白包裹病毒基因组，可用作诊断抗原。对冠状病毒
理化特性的认识多来自对 SARS-CoV和MERS-CoV
的研究。 

6.冠状病毒的形态和结构是什么样的？ 



LOGO 

 

• 冠状病毒大部分感染动物，目前从人分离的冠状病毒主要有普通冠状病毒
229E、OC43和SARS冠状病毒（SARS-CoV）三个型别。已知感染人的
冠状病毒有6种：a属的229E、NL63，β属的OC43、HKU1、中东呼吸综
合征相关冠状病毒（MERS-CoV）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冠状病毒
（SARS-CoV）。此次从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下呼吸道分离出的冠状
病毒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2020年2月11日WHO命名为CoVID-19 。 

• 目前已知的6个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基因组序列几乎完全一致，并
且从基因序列同源性上来说，新型冠状病毒更接近SARS-CoV，而不是
MERS-CoV。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可以归到β属冠状病毒中，该种属在演化
树上来说，与 SARS-CoV和MERS-CoV接近，但不完全一样。 

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7.冠状病毒如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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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  为线性单链RNA（ssRNA）病毒，
基因组全长约29903个核苷酸，共包含10个基因，其中： 

• 前265个核苷酸为5'UTR区域， 
• 266..21555为名为"ORF1ab"的基因， 
• 21563..25384为“S”基因可产生病毒表面糖蛋白， 
• 25393..26220为"ORF3a"基因， 
• 26245..26472为“E”基因可产生病毒包膜蛋白， 
• 26523..27191为“M”基因可产生病毒膜糖蛋白， 
• 27202..27387为"ORF6"基因， 
• 27394..27759为"ORF7a"基因， 
• 27894..28259为"ORF8"基因， 
• 28274..29533为“N”基因可产生病毒核衣壳磷蛋白， 
• 29558..29674为"ORF10"基因， 

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8.新冠状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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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正丽团队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全长约29903个核苷酸）
与SARS冠状病毒有79.5%的基因组序列相似性；新型冠状
病毒在全基因组水平上与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约1100个
核苷酸不同）具有96.2%的相似性。研究团队确认了新型冠
状病毒进入细胞的路径与SARS冠状病毒相同，即通过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2 （ACE2）细胞受体。  

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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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哪些野生动物会携带冠状病毒？ 
• 很多野生动物都可能携带病原体，成为某些传染病的传播媒介，果子狸、蝙蝠、竹

鼠、水貂、旱獭、獾、穿山甲等是冠状病毒的常见宿主。 
• 武汉地区的病毒性肺炎疫情爆发，与2002年广东爆发的“非典”疫情有很多相似的

之处，都发生在冬季，初始发生都起源于人与动物市场交易的鲜活动物接触，而且
都是由未知的冠状病毒导致。 

• 由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进化邻居和外类群都在各类蝙蝠中有发现，推测武汉新型
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也可能是蝙蝠。如同导致2002年的SARS冠状病毒一样，新型
冠状病毒在从蝙蝠到人的传染过程中很可能存在未知的中间宿主（目前有报道：水
貂or蛇or穿山甲等）媒介。 

• 不要吃未经检疫的野生动物、生鲜等食品，比如路边摊售卖的肉食，不要为了“尝
鲜”而冒险。 

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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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冠状病毒如何由动物到人？ 
• 石正丽团队报道了这次在武汉最新发现的冠状病毒—— CoVID-19 ，该病毒导致了这一次流

行病的爆发。 CoVID-19与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的序列一致性高达96%。 2020年2月，华
南农业大学、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沈永义教授、肖立华教授等科研人员联
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杨瑞馥研究员及广州动物园科研部陈武高级兽
医师开展的最新研究表明，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潜在中间宿主 。 

 
            目前推测的可能传播：蝙蝠——穿山甲——人？ 
 
            冠状病毒由动物到人、人与人的路径：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 
      
      11.哪些冠状病毒可以引起人类的肺炎？ 
• HKU1、SARS-CoV、MERS-CoV、 CoVID-19 ：可引起人类肺炎。  

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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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冠状病毒的抵抗力如何？ 

 

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对热敏感，56℃30分钟、乙醚、75%酒精、含
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
氯已定不能有效灭活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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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你了解冠状病毒的致病性吗？ 

• 冠状病毒主要感染成人或较大儿童，引起普通感冒和咽喉炎，某些毒株还
可引起成人腹泻。病毒经飞沫传播，粪口途径亦可以传播。主要在冬春季
流行。疾病的潜伏期平均2-14天。 

• 衡量一种病毒的危害程度，一看致死率，二看传染性，相比SARS，2019-
nCoV在这两方面暂时比较温和。新型冠状病毒已具备致死性，尚不能确
定致死率（目前统计约2.5%左右），但其高危性或许低于SARS病毒。 
 

• 患者病后免疫力如何？能否防御同型病毒的再感染？ 

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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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病毒进如何侵染并复制的？ 

    病毒不能自我繁殖，而是由其核酸通过在宿主细
胞内的复杂生物合成，获得大量组分，进行装配
而增殖。 

 
      因此了解病毒如何进入细胞而后增殖的知识是很

有意义的。 

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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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病毒的增殖都涉及如下过程 

1、病毒吸附到易感细胞表面 

2、穿入细胞内 

3、脱去衣壳、暴露核酸 

4、生物合成 

5、装配 

6、成熟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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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ding 

Fusion Reverse transcription 

Nuclear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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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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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病毒的侵入和复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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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股正链RNA病毒的复制方式 

• 包括小RNA、披膜、嵌杯、冠状病毒等； 
     母代的RNA可直接作为mRNA，
又能作为模板合成－RNA；  
  －RNA反过来可复制子代+RNA。 

⑩ 
子代病毒子 

核糖体  

抑制因子 
RNA-RNA聚合酶 

－ RNA 晚期mRNA 

病毒结构蛋白 

＋RNA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亲代病毒子 

吸附、穿入、脱壳 
① 

② 

子代病毒＋RNA 

± RNA 
⑨ 

第三章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第四类：单股正链RNA病毒  依赖于RNA的RNA的聚合酶的合成，早于病毒RNA的合成，而且不结合于病毒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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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新冠肺炎是如何诊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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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 流行病学特点篇： 
• 1、新版方案同时强调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是主要传播途径 
• 2、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 
• 临床特点篇： 
• （一）临床表现 
• 1、更改潜伏期为1-14天，多为3-7天。 
• 2、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症状。新增“咽痛”

的表现。 
• 3、新增“轻型患者”的表述，并指出轻型患者仅表现为低热、轻微乏力等，无肺炎表现。 
• （二）实验室检查 
• 新增部分患者出现的乳酸脱氢酶（LDH）升高及部分危重者肌钙蛋白升高的特点。 
• 新增鼻咽拭子可检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的情况。 
• 诊断标准篇： 
• 1、新增 “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接触史。 
• 2、强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是指核酸检测阳性者。 
• 3、除了发热，临床表现新增呼吸道症状。 

第四章 新冠肺炎是如何诊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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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分型篇： 
• 新增“轻型”，临床症状轻微，影像学未见肺炎表现。 
• 治疗篇： 
• （一）一般治疗 
• 1、中医治疗部分变化不大，连花清瘟、藿香正气等中成药继续被推荐，说明中医治疗方案在诊疗

实践中大概率是有效的。 
• 2、西医治疗部分，目前没有确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法，利巴韦林首次加入诊疗方案中，强调了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不良反应。 
• （二）重型、危重型病例的治疗 
• 1、本小节较之前版本改动较大，对呼吸支持中的氧疗方案和机械通气方案进一步细化，新增了对

严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的挽救治疗建议。 
• 2、强调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的使用风险，新增了对高炎症反应的患者考虑体外血液净化技术的建议。 

1.第五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第四章 新冠肺炎是如何诊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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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知道在临床上怎样识别观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吗？ 

第四章 新冠肺炎是如何诊疗的 

同时符合以下2条 
（1）流行病学史：在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旅行
史，或与患者有直接或间接接触史。 
（2）临床表现：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

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症状。具
有病毒性肺炎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
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经规范抗菌药物
治疗3天(参照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颁布的《中
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6年版)》
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诊疗规范
(2019年版)》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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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知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胸部影像学特征吗？ 

第四章 新冠肺炎是如何诊疗的 

早期呈现多发的小斑片影及间质改变，以肺外带明显，进而
发展为双肺多发磨玻璃影、浸润影，严重者可出现肺实变，
甚至“白肺”，胸腔积液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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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冠肺炎是如何诊疗的 

4.你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实验室检查吗？ 

新型冠状病毒可通过实时荧光 RT-PCR鉴定。每个病例采集上、

下呼吸道标本，如支气管或肺泡灌洗液、深咳痰液，同时采集发病初
期和发病14日后的血清。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淋巴细胞
计数减少，部分患者出现肝酶、肌酶和肌红蛋白增高。多数患者C反应
蛋白和血沉升高，降钙素原正常。严重者D-二聚体升高。目前已有多
种快速核酸检测试剂盒和核酸测序系统在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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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冠肺炎有哪些临床试验用药？ 
◆国家公布的第五版诊疗方案： 
• 利巴韦林、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李兰娟院士团队试验发现：阿比朵尔（它主要通过抑制病毒和宿主细胞膜的融合，从而阻

断病毒感染的第一步。） 、达芦那韦（达芦那韦是一种HIV-1蛋白酶抑制剂，选择性抑制
病毒感染细胞中HIV编码的Gag-Pol多蛋白的裂解，从而阻止成熟的感染性病毒颗粒的形
成。）两种药物将列入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 

◆Remdesivir（瑞德西韦）： 是一种核苷类似物（可干扰DNA、RNA的合成），具有抗病
毒活性，在 HAE 细胞中，对 SARS-CoV 和 MERS-CoV 的 EC50 值为 74 nM，在延迟脑
肿瘤细胞中，对鼠肝炎病毒的 EC50 值为 30 nM。  

2020年1月31日，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在线发表了多篇关于新型冠
状病毒（ CoVID-19 ）病例的论文，其中一篇介绍了美国首例确诊病例的诊疗过程以及临
床表现，说明了一种名叫remdesivir（瑞德西韦）的药物在抗新型冠状病毒时展现出较好
的疗效，目前该药正在相关医院作临床试验，疗效有待观察。  

 

第四章 新冠肺炎是如何诊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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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冠肺炎是如何诊疗的 

• 陈薇院士带领的研究团队： 
• 1.在2003年SARS肆虐期间，在国内外首先证实IFN-ω（ω-干扰素）

能有效抑制SARS病毒的复制，并完成了30余所SARS定点医院近
14000名医护人员的临床研究，结果表明使用该药物对防范一线医护
人员感染起到了重要作用。 

•  2.为应对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IFN-α（α-干扰素）鼻腔汽雾剂
用于防范一线医护人员感染。 

• 3. 部队医护人员出发武汉前注射胸腺肽提高机体免疫能力 。（有多
样生物学活性的胸腺肽主要是诱导T细胞分化成熟、增强细胞因子的
生成和增强B细胞的抗体应答。 ） 

https://baike.baidu.com/item/SARS%E7%97%85%E6%AF%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SARS%E7%97%85%E6%AF%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2020%E5%B9%B4%E6%96%B0%E5%9E%8B%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7%96%AB%E6%83%85/242781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2020%E5%B9%B4%E6%96%B0%E5%9E%8B%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7%96%AB%E6%83%85/2427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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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27日，浙江省疾控中心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已经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毒株。 
• 同日，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功分离出广东省第一株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毒株，这是

从一例病例的肺泡灌洗液中分离出来的，使用了vero-E6传代细胞系 。  
 

• 病毒毒株的分离为开发疫苗提供基础，但疫苗研发和生产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短期内完成会有
一定难度。 
 

• 预期的新冠病毒疫苗可能：灭活疫苗or基因工程疫苗， 

• 也可能通过杂交瘤技术开发单克隆抗体用于治疗。 

第四章 新冠肺炎是如何诊疗的 

6.新冠肺炎何时可开发出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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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物安全实验等级有哪些？ 
     针对病源生物开展的科研和实验必须在相应等级的安全条件下才能进行。 
     世界通用生物安全水平标准是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和美国国家卫生研

究院(NIH)建立，国际上以BSL一1（P1）、BSL一2（P2）、BSL一3（P3）、
BSL一4（P4）。 

      安全等级： 
• 1、BSL-1 （P1） 
• 代表病原体：麻疹病毒、腮腺炎病毒 
• 2、BSL-2 （P2） 
• 代表病原体：流感病毒 
• 3、BSL-3 （P3） 
• 代表病原体：炭疽芽孢杆菌、鼠疫杆菌、结核分枝杆菌、狂犬病毒 
• 4、BSL-4 （P4） 
• 代表病原体：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拉沙病毒 

第四章 新冠肺炎是如何诊疗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A%BB%E7%96%B9%E7%97%85%E6%AF%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5%AE%E8%85%BA%E7%82%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2%AD%E7%96%BD%E8%8A%BD%E5%AD%A2%E6%9D%86%E8%8F%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C%A0%E7%96%AB%E6%9D%86%E8%8F%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3%E6%A0%B8%E5%88%86%E6%9E%9D%E6%9D%86%E8%8F%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B%82%E7%8A%AC%E7%97%85%E6%AF%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3%E5%8D%9A%E6%8B%89%E7%97%85%E6%AF%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5%B0%94%E5%A0%A1%E7%97%85%E6%AF%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B%89%E6%B2%99%E7%97%85%E6%AF%92


05 如何做好消毒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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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有效防护方法 

• 隔离传染源：（患者、隐性传染者是病毒的传染源，集中隔离收治） 
 

• 切断传播途径：（减少人员流动、不聚集、勤洗手、带口罩） 
 

• 保护易感人群：（未患病者都是易感人群，特别是儿童、老年人、体弱多病者，减少
外出、居家防护） 
 

• (1910年东北爆发的鼠疫，由伍连德博士首次采用了“隔离、戴口罩、焚尸”措施，有效阻断疫情的
蔓延！ 

 第五章  如何做好消毒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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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单位或小区人员

100%通过体温检测 

上班人员下班时需在打卡区域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每日1~2次体温检测,体

测时间:中/晚下班时间。负责人：相关责任人 

 第五章  如何做好消毒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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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确
摘
口
罩
及
注
意
事
项 

①摘口罩后,记得用洗手液认真洗手; 
②当口罩摘下后需损坏再丢弃,避免
被二次用; 
③普通(无发热及咳嗽等症状)毁坏后
投放废弃口罩专用箱,有发热咳嗽症
状者,毁坏后用酒精喷洒并用密封袋
装投放废弃口罩专用箱; 

 第五章  如何做好消毒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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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 

、 
咳嗽 

、 
身体
不适
人员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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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健康监测 

“指定专人负责对疫区来的员工监测体温 
告知疫区人员:请您务必做好个人防护， 
佩戴口罩避免外出,居住场所经常开窗换气， 
保持卫生，勤洗手。  

“早晚各测量体温一次，连续测量14天 
并每天填写《隔离区人员每日监测表》  

 第五章  如何做好消毒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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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疗垃圾处理 

在厂区专门区域放置废弃口罩专用箱,贴上“废弃口罩专
用”的标识,箱内套上专用垃圾袋; 

正常口罩须毁坏后投入废弃口罩专用箱;隔离区域口罩
需先用酒精消毒喷酒,装密封袋后,投入废弃口罩专用箱; 

安排专门保洁人员对废奔口罩专用箱及其周边进行清洗、消毒:
行政,安全部门要加强管理,防止误投、防止口罩二次使用。 

 第五章  如何做好消毒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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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区域杀毒 

 第五章  如何做好消毒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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