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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实时学术研究进展 

在《New England Medical Journal》、《Lancet》、《Nature》等权威

生命科学刊物上，刊载着科学家们对肺炎疫情的最新研究进展，是了解疫情最

科学、最前沿的窗口。 

➢ 《Lancet》A familial cluster of pneumonia associated with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dicating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a 

study of a family cluster  

2019-nCoV 病毒肺炎的家庭聚集性传染，表明其存在人传人特征 

作者：Kwok-Yung Yuen，香港大学 

查看原文 

⚫ 这篇论文针对一个 7 口之家进行研究，该家庭中有 6 人感染新型肺炎，6 位

感染者当中有 5 位去过武汉，有 1 位无武汉接触史，此现象表明新型肺炎具

备跨城市人际传播；并有 1 例患者无任何临床症状，仍被检测到感染病毒，

说明人类可能出现无症状感染病毒的情况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154-9/fulltext#%20


 

 

 

 

  



 

 

➢ 《Lancet》A familial cluster of pneumonia associated with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dicating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a 

study of a family cluster  

2019-nCoV 病毒肺炎的家庭聚集性传染，表明其存在人传人特征 

作者：Jianwei Wang，北京协和医院 

查看原文 

 

⚫ 这篇论文分析了武汉市首批入院的 41 例新冠肺炎病例，是最早的刊载在权

威杂志上的病例分析，率先披露了新型肺炎的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特征和影

像学特征 

⚫ 该病的首批患者多数（66%）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并已经出现一起家庭性

聚集疫情 

⚫ 该病最常见的症状是发热、咳嗽、肌痛或疲劳、呼吸困难；影像学特征为肺

部 CT 呈现双侧毛玻璃状影像，这些与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共同构成初期新

型肺炎初步诊断的重要依据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183-5/fulltext#%20


 

 

 

 

  



 

 

➢ 《Lancet》Genomic characterisation and epidemiology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mplications for virus origins and receptor 

binding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和受体结合特征 

Weifeng Shi，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查看原文 

 

⚫ 该研究对 9 例患者中提取的病毒株进行基因测序，提出它可能来源于蝙蝠，

但与 SARS 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路径类似 

⚫ 这些病毒株与2018年在舟山采集的两种蝙蝠源性类SARS冠状病毒最接近，

同源性达到 88%，来源于蝙蝠的可能性最大；与 2003 年爆发的 SARS 病毒

同源性为约 79％ 

⚫ 它具有与 SARS 类似的受体结合区域结构，因此入侵人体细胞的路径也与

SARS 类似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251-8/fulltext


 

 

 



 

 

 

 



 

 

 

 

 

  



 

 

➢ 《bioRxiv》The digestive system is a potential route of 2019-nCov 

infection: a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based on single-cell 

transcriptomes 

消化系统是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潜在途径 

Hao Zhang，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查看原文 

⚫ 这篇论文是国内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首次提出并论证消化系统是冠状病毒

感染的潜在途径 

⚫ 新冠病毒是和人体细胞中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受体结合进入细胞的这种

酶在呼吸系统的上皮细胞中有高表达 

⚫ 研究分析表明，消化系统的食管、回肠和结肠吸收性肠的上皮细胞中，也

有这种酶的高表达 

摘要（Abstract） 

自从 2019 年 12 月起，一种新型冠状病毒（2019 新冠状病毒，2019-

nCov）在中国湖北省最大省份之一——武汉，引起了肺炎的爆发，并引起了对

公共卫生事件的重大关注。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一

样，2019 新型冠状病毒也是通过细胞受体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ACE2）进入

主细胞。为了分析 ACE2 表达细胞的组成和比例，探索 2019 新型冠状病毒在

消化系统感染中的可能途径，对 4 组肺、食管、胃、回肠和结肠的单细胞转录

体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ACE2 不仅在肺 AT2 细胞、食管上皮细胞和复层上

皮细胞中有高表达，而且在回肠和结肠吸收性肠上皮细胞中也有高表达。这些

结果表明，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是 2019 型新冠状病毒感染的潜在途径。综上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1.30.927806v1


 

 

所述，本研究为人们可能通过呼吸道和消化系统感染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提供

了生物信息学证据，并可能对我们制定有关预防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健

康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 《 New England Medical Journal 》 First Case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报告 

Michelle L. Holshue， 华盛顿州卫生部公共卫生实验室 

查看原文 

 

⚫ 该报告重现了美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治疗过程，在救治过程中

发现瑞姆昔韦可能是新冠肺炎的解药，并首次向世界警示新冠病毒可能经

由粪-口传播 

⚫ 在患者症状恶化后，医生为其注射了瑞姆昔韦（一种研发中的新型核苷酸

类似物），症状减轻，且暂无明显副作用 

⚫ 在入院第 7 天，除呼吸系统外，还在患者粪便中检测到了病毒，说明消化

系统可能是病毒传播途径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1191?query=featured_home


 

 

 

 

 

  



 

 

➢ 《Nature》First Case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the United 

States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将何去何从？ 

Dyani Lewis， 华盛顿州卫生部公共卫生实验室自然杂志邀请全球健康安全

领域的专家对疫情的发展进行研讨，提醒大众不必过度恐慌 

⚫ 病毒可能发生变异，但不会变得更具杀伤力，在曾经爆发的病原体中也没

有先例 

⚫ 尽管当前致死率达到 2-3%，但随着轻症或无症状病例出现，病毒的死亡率

会下降 

⚫ 当前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对青壮年致死率极低 

 

➢ 《Lancet》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99 cases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Wuhan, China: a 

descriptive study 

对新型冠状病毒 99 例病例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研究 

Xinxin Zhang，上海瑞金医院临床病毒学研究实验室 

查看原文 

 

⚫ 论文通过研究 2020 年 1 月 1 日-20 日武汉金银潭医院诊治的 99 例患者，

提出病毒的易感人群是患有慢性病的老年男性，并披露了死亡病例均为急

性多器官衰竭，展示了临床救治的手段 

⚫ 病例平均年龄 55.5 岁，三分之二为男性，过半数患有慢性病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211-7/fulltext


 

 

⚫ 11 名死亡患者均在短时间内恶化并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 

⚫ 临床上主要使用抗病毒治疗、抗生素治疗和呼吸机机械通气等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