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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ＳＡＲＳ相关冠状病毒引起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ＳＡＲＳ）。该病毒在患者痰液中含量最高，在咽喉部和
ｍ浆中分布较少，在患者粪便中可长时间存活。微尘和飞沫是主要传播途径。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老年ＳＡＲＳ患
者易于发生老年多器官功能衰竭（ＭＯＦＥ）可能是其高病死率的主要原因。老年ＳＡＲＳ患者启动ＭＯＦＥ的主要机
制可能为组织细胞缺氧、血液中内毒素水平升高和全身炎症反应水平、老年人器官储备功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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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ＩＬＳ的主要临床表现和病理生理学特征
ＳＡＲＳ由新的冠状病毒感染引起，发病率高、发

４４．８％血小板减少，７１．０％乳酸脱氢酶增加，３２．１％
肌酸激酶升高。另有报道ＳＡＲＳ患者的Ｃ一反应蛋
白水平、血中ＩｇＭ和ＩｇＧ滴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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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ＬＣ—ＭＫｌ２及Ｂ９５—８细胞系中及ＩＣＲ乳鼠脑组织

简化树的内部分枝采用微矩阵分析证实，其具有不

和腹腔内进行培养，应用组织病理学、电镜、血清学、

同于任何已知冠状病毒的结构，但它的氨基酸序列

聚合酶链反应（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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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切关系。

行鉴定，同时以ＣＤＣ血清库健康标本作为对照。结

Ｄｒｏｓｔｅｎ等¨纠采用１５套不同的ＲＴ—ＰＣＲ反应

果显示，该病原体不同于任何已知的细菌、衣原体、

系列，在非特异性条件下，获得了３个新片段，其中

支原体、真菌和病毒。进一步研究发现其属于冠状

２个片段长度约３００个核苷，第３个为９０核苷，分

病毒科，但又不同于已知人类冠状病毒２２９Ｅ和

别被定义为ＢＮＩ一１和ＢＮＩ一２，见表１。

０（；４３，推测其为一新型的冠状病毒。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ＢＮＩ一１序列约３９％与猪冠

该冠状病毒的结构特征为：长８０～１４０ｎｍ，宽

状病毒（ＮＣ一００３０４５）同源，４６％与猪传染性痢疾病

２０－－４０ｎｍ，细胞内含粗面内质网和囊泡，在胞浆膜

毒同源。用ＰＣＲ技术对Ｕｒｂａｎｉ ＳＡＲＳ相关冠状病

表面聚集和粘附着成簇的颗粒，所以表面不光

毒和ＢＮＩ一１的ＲＮＡ扩增，显示２个片段的ＲＮＡ分

滑Ｈ ４Ｉ。因为在抗击ＳＡＲＳ斗争中Ｄｒ．Ｃａｒ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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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非常相近，他们推测Ｕｒｂａｎｉ ＳＡＲＳ相关冠状病毒

去世，因此，将该病毒命名为Ｕｒｂａｎｉ ＳＡＲＳ相关冠

与ＢＮＩ一１可能是同一病毒基因，二者之间的关系见

状病毒或ＳＡＲＳ相关冠状病毒（ＳＡ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图３。

ｃｏｒｏｎｏｖｉｒｕｓ），见图１。

２．３新型冠状病毒在体内的分布及传播定量ＲＴ—

Ｄｒｏｓｔｅｎ等【１５。用免疫荧光抗体检测也证实其为

ＰＣＲ显示病毒在痰中分布最高，每毫升痰约有近１

一种冠状病毒（图２）。他们对康复期患者鼻咽、支

亿个该病毒拷贝，提示，病毒最初潜伏于呼吸道。且

气管分泌物及血清进行体外细胞、鸡胚卵和乳鼠脑

发现痰中病毒浓度越高，患者病情越重。该病毒在

内培养，并用ＲＴ—ＰＣＲ鉴定发现其具有与副粘病

咽喉部和血浆中分布较少，取有明显症状患者的血

毒、人冠状病毒ＯＣＡ３和２２９Ｅ等不同的新序列，认

液，经超速离心浓缩的样本用ＰＣＲ也可检测出该病

为是一个独立的冠状病毒，由于此标本源于Ｆｒａｎｋ—

毒，但含量较低。对康复期患者的检测发现该病毒

ｆｕｒｔ家族，因此，将此病毒命名为ＦＦＭ—ｉｃ冠状病毒。

可在粪便中长时间存活ｕ ７｜，见表２。

Ｋｓｉａｚｅｋ

虽然确切传播机制尚不清楚，但ＳＡＲＳ相关冠

等【１６１采用冠状病毒非特异性检测引物及ＳＡＲＳ专

状病毒的传播与患者近距离接触密切相关，其中微

属引物，用ＰＣＲ，ＲＴ—ＰＣＲ和实时定量ＰＣＲ等分子

尘和飞沫直接或间接的传播起到关键性作用，如同

生物学技术研究显示，ＳＡＲＳ相关冠状病毒由４０５

居一室，护理人员，与患者接触时没有防护的人员感

２．２新型冠状病毒的分子生物学鉴定

图１

ＳＡＲＳ相关冠状病毒超微结构

注：Ａ：箭头指示粗面内质网和表面由螺旋核蛋白组成的特征环；Ｂ：病毒颗粒带有螺旋核蛋白样和棒状结构。线段长度示１００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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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６细胞上培养的ＳＡＲＳ相关冠状病毒（Ａ：４０×，Ｂ：荧光照片４００×）

表１冠状病毒ＢＮＩ一１的分子生物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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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示意图
注：棕色箭头指示基因翻译方向，黑色箭头指示新冠状病毒片段所处位置；ＣＤＣ：Ｕｒｂａｎｉ ＳＡＲＳ相关冠状病毒片段；ＢＮＩ．１，ＢＮＩ一２：Ｋｓｉａｚｅｋ等鉴定
冠状病毒片段；ＵＴＲ：非翻译区；ｏｒｆ：开放阅读框；ＮＳ：非结构蛋白；ＨＥ：红细胞凝聚酯酶糖蛋白；Ｓ：插入糖蛋白；Ｍ：膜糖蛋白；Ｎ：核蛋白。

发病率可增加１．８倍，且两个年龄段之间的差异具

染率明显高于其他人。

有极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１）［１８，１９］。北京市公布的疫
３

ＳＡＲＳ与老年多器官功能衰竭（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

虽然

而一旦感染，其病死率也明显高于其他患者。因此，

报道ＳＡＲＳ涉及到１８个月至７８岁的所有人群，但

老龄与遗传性易患体质、伴有基础病变、免疫力低下

对已有资料的多元分析表明，每增加１０岁，ＳＡＲＳ

等因素已成为ＳＡＲＳ的危险因子旧…。老年人呼吸

３．１

ＳＡＲＳ与老年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相关性

情显示，老年人病死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患者，

在因＆娘Ｓ致死的患者中，≥６５岁的老年人占
３０％。可见老年人不仅是＆螺Ｓ的重要易患人群，

ｅｌｄｅｒｌｙ。ＭＯＦ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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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冠状病毒在体内的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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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子急剧增加将加重各器官功能损害；③老年人
多个器官代偿能力及功能储备衰退，部分器官处于
功能不全的临界状态或失代偿状态，这些器官很易
受到病毒的侵害。因此，有人推测ＳＡＲＳ相关冠状
病毒可能直接损害重要器官，造成功能障碍。但确
切的机制尚待研究。
４对于ＳＡＲＳ认识的局限性
ＳＡＲＳ作为一种新的传染疾病，对于它的认识
才刚刚开始，上述结果还有待完善，由于ＳＡＲＳ病毒
传播广泛，对于ＳＡＲＳ的完整特征、病因学及与其他
病原体交叉感染的情况，均需进一步研究证明之。

注：’２ｍｌ血浆经超速离心浓缩后样本

对于ＳＡＲＳ造成老年人高病死率的确切机制也有待
深入研究。

系统结构和功能减退，气道纤毛细胞减少，分泌物不

目前，对ＳＡＲＳ尚无规范的治疗标准，有效治疗

易排除，肺间质免疫力下降，为ＳＡＲＳ相关冠状病毒

方法还在探索中。作者依据对ＭＯＦＥ ２０多年的Ｉ临

的侵入提供了条件。并且老年人的多种器官发生增

床救治经验和大量基础研究发现，以高度的敏锐性

龄性退行性改变，各器官的代偿能力明显下降，处于

密切注意老年患者重要器官功能的改变，尽早预测

功能不全边缘的器官，当ＳＡＲＳ相关冠状病毒感染

各器官可能出现的功能不全或衰竭，并进行综合性

时更易遭受打击，发生ＭＯＦＥ。ＭＯＦＥ的特点是诱

治疗，可能是减缓病情恶化、降低病死率的重要措施

发因素较轻，但一经发生，病情进展迅速，短时间内

之一。我们相信随着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定可以控

可出现≥２个的器官功能衰竭，最终导致死亡。因

制并最终消灭ＳＡＲＳ。

此，笔者认为老年ＳＡＲＳ患者合并基础疾病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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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ＳＡＲＳ）已对世界各国人民和广大医务人员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在
这个特殊时期，本刊许多编委及老年医学专家承担着两条战线的特殊战斗，即同老年慢性疾病的斗争和传染
病“非典”的斗争。大家知道，许多老年人伴有慢性疾病，抵抗力低，一旦感染ＳＡＲＳ病毒则病程长，传染性
强，病死率高，因此，我们应对控制老年人ＳＡＲＳ工作引起高度重视。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全体编委及杂志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与全国人民一道奋力抗击ＳＡＲＳ，愿
以实际行动投入和支援这场斗争，我们拟向战斗在抗击ＳＡＲＳ第一线上的广大医务人员及全国人民提供有
关各地在防治ＳＡＲＳ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组织对防治ＳＡＲＳ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稿件，并尽快随后刊
登。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编委会及编辑部号召全体编委及老年医学专家及广大抗击ＳＡＲＳ的一线医
务工作者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投入ＳＡＲＳ防治工作，并从中总结出防治ＳＡＲＳ的临床研究、基础研究、病例
报告等优秀论文，论文最好能与老年多器官功能衰竭有关。本刊愿为战胜抗击ＳＡＲＳ攻坚战尽到我们的微
薄之力。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曩辑蠢员衾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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