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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探讨·
关于我国２００３年临床诊断为ＳＡＲＳ患者标本中
新分离呼肠病毒问题的思考
范明远

李子华

２００３年的ＳＡＲＳ疫情给全世界，特别是给中国造成的灾

液及咽拭子标本送实验室进行病原分离，即分离出２株Ｒｅｏ

难，人们记忆犹新，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已将ｓＡＲＳ病原确定为

ｖ。患者Ｂ ３月１１日病死于解放军第三。二医院；２００３年５

一种新分离冠状病毒，即ＳＡＲＳｃ删１’“，但仍有很多谜团没有

月患者Ｊ患有高血压、肾功能衰竭等基础病，有血透治疗史，

解开。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的动物模型证明ｓＡＲＳＣＯＶ

５月２１日因发热３８℃以上入住北京佑安医院，临床确诊为

的致病性；２００４年确诊为ｓＡＲＳ的几例个案中，除北京市的实

ｓＡＲｓ，６月５日死亡，从患者Ｊ尸检肺组织中分离出Ｒｅｏ—Ｖ。

验室感染外，新加坡及我国台湾和广州市的感染者均症状较

另外该研究者从广州同行处获得１株分离自ＳＡＲＳ患者Ｋ

轻，且上百名密切接触者和接触者无一人感染。这些现象对

的病毒，后经实验室鉴定为Ｒｅ俨Ｖ＂１。１１月解放军第三。二

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疫情中较高的病死率无法解释，使人们怀疑

医院病毒研究室从死于ｓＡＲＳ患者Ｃ尸检肺标本ＳＡＲＳＣｏＶ

ｓＡＲＳＣＯＶ是否是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疫情的惟一病原。

传代细胞中，以新分离Ｒｅｏ－Ｖ引物进行ＲＴ—ＰＣＲ扩增和测

在２００３年＆气ＲＳ患者的临床标本中，除了ＳＡＲＳＣｏＶ
外，还发现有其他病毒多病原的报道。端青等旧１及杨怡等。４

ｏ

序，得到阳性结果，随即进行分纯，又得到１株Ｒｅｏ－Ｖ，此例证
明是两种病毒的联合感染。至此，三家实验室从５例ＳＡＲｓ

从多例ｓＡＲＳ患者临床标本中分离出５株呼肠病毒

患者５份临床标本中分离得到５株ＲｅＯ－Ｖ，３株来自咽拭子，

（Ｒｅｏｖｉｎｌｓ，Ｒｅ伊Ｖ），并对该病毒的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鉴定、

２株来自尸检肺组织，５例中有３人死亡，２例为重症。

血清学试验、实验动物（猴和豚鼠）致病性等进行了系列研究

Ｒ盼Ｖ适应的细胞系十分广泛，但从呼吸道中分离到

与报道，认为新分离Ｒｅ小Ｖ与ＳＡＲｓ疫情相关，且新分离

Ｒｅｏ＿Ｖ很少见报道。我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展的全国感冒

Ｒｅ口Ｖ感染可引起类似重症ＳＡＲＳ的症状。这一发现提示

气管炎病毒病原研究中，Ｉ临床分离了２３６份咽拭子标本，共

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疫情中存在多病毒联合感染（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的可

获得９０株病毒，无一株为Ｒｅ０＿Ｖ。６ ｏ。ＳＡＲＳ疫情爆发前，国

能性。以上的研究引起中外学者关注，笔者对上述研究结果

内仅有１９８２年解放军第三。二医院从呼吸道合并神经症状

进行分析探讨，期望客观地思考新分离Ｒｅｏ—Ｖ是ＳＡＲＳ病原

患儿和呼吸道合并肠道症状患儿的粪便中分离到２株Ｒｅｏ．

之一，还是重叠感染（ｓｕｐｅ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病原之一？这一问题值

ｖ的报道［７］。另外，２００４年初该研究者在解放军第三。二医

得进一步研究阐明。

院（ＳＡＲＳ患者收治医院）采集２７份不同人群的含漱液标本，

１．５株新分离Ｒｅ口Ｖ来源：从多例ＳＡＲｓ患者标本中获

其中发热待查患者标本１８份、未发热患者标本９份，用同样

得新分离Ｒ盼Ｖ，说明不是偶然现象。Ｒ盼Ｖ并非人类呼吸

方法分离病毒，并盲传３代，均未出现细胞病变，ＲｅＯ—Ｖ引物

道常见寄生病毒。在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疫情中分离出的多株

ＲＴ—ＰＣＲ扩增结果均为阴性，即自这些人群中均未分离出

Ｒｅ０一ｖ均为同一血清型，显示与该次爆发性流行可能存在一

Ｒｅｏ—Ｖ（未发表文献）。以上结果可以说明，Ｒｅｏ＿Ｖ并非为人

定关系。新分离Ｒｅ伊Ｖ来源的背景情况见表１。

类呼吸道常见寄生病毒。

北京市第一例＆幔Ｓ患者Ａ，２００３年２月初去广州市出

该研究者对新分离Ｒｅｏ－Ｖ中的４株通过单向交叉中和

差感染ｓＡＲＳ，２月２２日回原籍（太原市）发病；患者Ｂ因照

试验进行抗原性分析，结果证明４株新分离Ｒｅ口Ｖ均为同一

顾患病女儿感染ＳＡＲＳ，２月２７日发病。因在山西省多家医

血清型。从不同地区（广州市、北京市）、不同医院确诊的

院治疗无效而到北京市求医，３月４日采集该２例患者痰漱

ＳＡＲＳ患者的不同标本（咽拭子、肺脏）中分离出的Ｒｅ伊Ｖ具

表１

５株新分离Ｒ盼ｖ来源的背景情况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范明远）；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李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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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同的抗原性旧Ｊ。

２．北京首例＆堰Ｓ患者同一家族及其他ＳＡＲｓ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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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阳性，且其中５例为死亡或重症病例。
另外，２００３年有关研究人员根据ＳＡＲＳ的临床表现将

标本中新分离Ｒｅｏ—Ｖ和ＳＡＲｓＣｏＶ中和抗体的测定∽１：北京

ＳＡＲｓ患者病症分为轻症、重症和极重症（暴发型）¨“，以上

首例ＳＡＲｓ患者Ａ的家族有９名密切接触者在疫情期间临

３ｌ例患者病症均已在临床分型（重症１４例，轻症１６例，疑似

床诊断为ＳＡＲＳ，对这９例患者的血清标本进行了新分离

１例）。表３分析了Ｒｅ口Ｖ感染与重症ＳＡＲｓ的关系：仅有新

Ｒｅ伊ｖ和ｓＡＲＳＣｏＶ中和抗体测定，≥１：１０者判为阳性。表

分离Ｒｅｏ－Ｖ抗体的１０例ＳＡＲＳ患者中重症６例，而仅有

２显示，９例中除患者Ｂ、Ｃ外，其余７例ＳＡＲＳＣｏＶ中和抗体

ＳＡＲＳＣｏｖ抗体的４例ｓＡＲＳ患者中重症１例。即仅感染新

均为阳性；９例中有６例新分离Ｒｅ伊Ｖ中和抗体阳性，且其中

分离Ｒｅｏ＿Ｖ的患者多为重症ＳＡＲＳ，而仅感染ＳＡＲＳＣｏＶ的

５例为重症ＳＡＲｓ。又对包括这９例患者在内，２００３年２—４

患者多为轻症或疑似ＳＡＲＳ。另外，若加上同时有两种病毒

月发病临床确诊为ｓＡＲＳ的共３１例患者双份或多份血清新

抗体病例中的７例重症，则１４例重症ｓＡＲＳ中有新分离

分离Ｒｅｏ—Ｖ和ＳＡＲＳＣｏＶ中和抗体的测定结果进行分析（表

Ｒｅ０－ｖ抗体的占１３例，有ＳＡＲＳＣｏＶ抗体的８例。研究者认

３）。表３将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分为三种类型：①仅有新分离

为新分离Ｒｅｏ—Ｖ感染很可能加重了＆堰Ｓ病情。

Ｒｅｏ—ｖ中和抗体；②仅有ｓＡＲＳＣｏＶ中和抗体；③同时有两

３．动物试验证明新分离Ｒｅｏ—Ｖ具有较强的致病性：Ｒｅｏ－

种病毒中和抗体。

Ｖ对人类的致病性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２００３年之前国内

表２

未见有自呼吸道标本中分离出Ｒｅ伽Ｖ的报道。美国对Ｒｅｏ—

北京市首例ＳＡＲＳ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

患者装磷鬻翥慕裟蛛分型
血清抗两种病毒的中和抗体

Ｖ的研究发现，Ｒｅ伊Ｖ可导致人和动物致死性间质性肺炎
（ｆａ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肺组织纤维化（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和细支气管炎闭塞性机化肺炎（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ｉｔｉｓ
ｏｂｌｉｔｅｒａｎ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ｎ ３‘”］。端青等用新分离Ｒｅｏ．

Ｖ感染食蟹猴和豚鼠，以观察该病毒的致病性。
（１）对食蟹猴的致病性：用新分离Ｒｅ伊Ｖ通过滴鼻和静
脉注射两种方式接种４只食蟹猴，均出现持续发热症状，退
热数天后又出现第２次发热，体温最高可达４０．４℃（平均基
础体温３７．７℃），此现象复制出大多数ＳＡＲＳ患者出现２次
注：患者Ｂ、ｃ按发病时间计算采血日已达９天，ｓＡＲｓｃｏＶ ＩｇＭ
检测结果为阴性

表３

发热的临床体征；动物感染１周左右开始产生特异性中和抗
体，并出现毒血症。从血液和粪便中能够分离出同一种病

３１例ＳＡＲＳ患者血清标本新分离Ｒｅ０＿Ｖ和
ＳＡＲＳＣｏｖ中和抗体分析

毒，说明除呼吸道分泌物外，血液和粪便均是新分离ＲｅｏＶ
的载体。从病理学观察结果来看，新分离Ｒｅ伊Ｖ感染实验猴
所侵犯的主要靶器官为肺脏、脾脏、淋巴结、中枢神经系统和
全身小静脉，主要表现为：发病早期（７天剖检猴）肺脏急性出
血，渗出、透明膜形成、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和纤毛脱落，支
气管周围单核细胞浸润等急性病变，脾脏和淋巴结生发中心

３１例ＳＡＲｓ患者血清中有新分离Ｒｅ０－Ｖ中和抗体的２７

淋巴细胞增殖活跃；随后（３３天剖检猴）出现由于出血、渗出、

例（１０例＋１７例），占总病例的８７．１％（２７／３１），中和抗体呈４

淋巴细胞浸润和肺泡上皮细胞增生造成的严重肺泡间隔增

倍升高者占２２．６％（７／３１），其余患者抗体持平或先升后降，

宽，脾脏髓质瘀血，淋巴小结萎缩，生发中心淋巴细胞数量减

均显示Ｒｅｏ－Ｖ的动态改变。该研究者认为，＆啄Ｓ患者血清

少，全身小静脉瘀血，血管壁水肿等病变¨６’”１。该研究者还

中抗新分离Ｒｅ兮Ｖ中和抗体的阳性率如此之高，说明新分离

发现新分离Ｒｅ伊Ｖ病毒侵犯中枢神经系统，造成脑膜充血、

Ｒｅ口ｖ感染与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流行的疫情可能相关。

水肿，神经细胞脱髓鞘等神经系统损伤。Ｒｅｏ－Ｖ对大脑细胞

但有１０例临床诊断为ＳＡＲＳ的患者没有检测到ｓＡＲｓ

的损伤在其他实验动物模型中也有报道‘１“。回顾２００３年部

Ｃｏｖ抗体。据文献报道，大多数ＳＡＲＳ患者发病１周左右会

分ＳＡＲＳ患者临床出现一系列精神症状，如味觉、嗅觉丧失，

出现抗ｓＡＲｓＣｏＶ ＩｇＭ抗体，发病１０天左右出现ＩｇＧ抗

精神亢进甚至错乱，有自杀倾向等，该研究者提出这些临床

体ｎ０’”】。而这１０例没有检测到ｓＡＲＳＣＯＶ中和抗体的血清

症状很可能是病毒感染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所致。

标本，除２例采集于发病后９天（后死亡），其他均采集于发

（２）对豚鼠的致病性：为观察新分离Ｒｅｏ—Ｖ的致病性及

病后１０天或１０天以上（包括１０天ｌ例、１２天１例、１４天２

其在＆啵Ｓ中可能起的作用，研究者设计了三种接种方式：

例、１５天１例、３４天１例、３５天１例、３８天１例）。这１０例

单独接种新分离Ｒｅｏ－ｖ、单独接种ｓＡＲ§ＣｏＶ和混合接种两

ＳＡＲｓＣｏＶ中和抗体阴性的患者，其新分离Ｒｅ０一Ｖ中和抗体

种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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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４种剂量（原液、１０～、１０－’、１０。３）新分离Ｒｅｏ—Ｖ接种

综上所述，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疫情中的新分离Ｒｅ０一Ｖ问题值

１２只豚鼠（每组３只），新分离Ｒｅｏ＿Ｖ组于接种后第２２天开

得思考，我们应将思路放宽，分析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流行的多病

始死亡，至３０天全部死亡。接种病毒的浓度越高，动物死亡

原的病因学的诸问题。要真正揭开ｓＡＲＳ流行的谜团，还有

越早。动物死亡前有严重的腹泻和鼻出血现象；单独接种原

许多工作要做。

液ＳＡＲＳＣｏＶ和对照组豚鼠全部存活，直到剖杀（４４天）均没
参
有出现明显异常的临床体征。

混合接种新分离ＲｅＯ＿Ｖ和＆堰ＳＣｏＶ两种病毒的２７只

１

死亡１８只，接种病毒的浓度越低，存活动物数越多。存活的

感染豚鼠，主要表现为以肺泡上皮细胞增生为特征的局部泡

出血，明显的蛋白渗出液，大量的透明膜形成。由于出血严

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ｓ ａ

ｃａｕｓｏ

２００３，３６１：１３１９—

Ｋｓｉａｚｅｋ ＴＧ，Ｅｒｄｍａｎ Ｄ，Ｇ。ｌｄｓｎ“ｔｈ ＣＳ，ｅｔ ａ１．Ａ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ｍｎａｖｉｒｕｓ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Ｈ，Ｙａｎｇ Ｙ，ｅｔ ａ１．Ｒｅｏｖｉｒｕｓ，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ＡＲＳ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ｕａｌｌ Ｑ，Ｚｈｕ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ｈｉｎ Ｓｃｉ Ｂｕｌｌ，２００３，４８：１２９３—１２９６．

４杨怡，李卫华，端青，等．再次从ｓＡＲｓ患者肺组织中分离与检出
呼肠病毒．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刊，２００３，２７：封二．
５左庭婷，檀华，何君，等．从ｓＡＲｓ患者标本中分离的呼肠病毒的
分纯及鉴定．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刊，２００３，２７：２４１—２４３．
６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感冒防治小组．北京地区１９７１—１９７３年
感冒患者的病毒病原检查．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７５，５５：７２８—７３１．
７吴慎，李印堂，范文光，等．两株呼吸道肠道孤病毒的分离鉴定．

重，血液通过支气管、气管至鼻腔流出，造成豚鼠死亡前鼻出
血现象。因此，单独新分离Ｒｅｏ—Ｖ感染是一个严重的急性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ＬａＩｌｃｅｔ，

ａｃｕｔｅ

２００３，３４８：１９５３—１９６６．

间隔增宽，未观察到明显的肺泡腔出血和透明膜形成等现
象；而单独新分离Ｒｅ０一ｖ感染豚鼠肺脏损伤严重，如弥散性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通过病理学观察，该研究者发现新分离Ｒｅｏ－Ｖ和ＳＡＲＳ
ＣｏＶ感染豚鼠引起的肺脏病变有明显不同：单独ＳＡＲｓＣｏＶ

献

１３２５．
２

９只豚鼠肺脏出现肉眼可见明显病变，如表面明显的结节状
突起、严重的肉样变、肝样变和表面苍白、皱折、纤维样病变。

文

Ｐｅｉｒｉｓ ＪＳ，Ｌａｉ ＳＴ，Ｐｏｏｎ ＬＬＭ，ｅｔ ａ１．（乃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ｏｆ

豚鼠，接种后第３天即出现死亡，７天之内半数动物死亡，共

考

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８２，６２：１４６．１５１．
８何君，貌盼勇，胡燕，等．我国新分离呼肠病毒血清型鉴定．军事
医学科学院院刊，２００３，２７：封二．

理损伤过程。另外，混合感染与两种病毒单独感染又不相

９朱虹，貌盼勇，何君，等．ＳＡＲｓ患者双份血清中抗呼肠病毒和冠
状病毒中和抗体的测定．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刊，２００４，２８：封二．

同，混合感染豚鼠肺脏既有弥散性出血、渗出、透明膜形成等
急性病理损伤现象，又有肺泡上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增生，

１０

Ｎｉｃｈｏｌｌｓ Ｊ，Ｄｏｎｇ ＸＰ，ＪｉａＪｌｇ Ｇ，ｅｔ ａ１．ＳＡＲ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ｖｉ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Ｒｅｓｐｉｍ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８ ｓｕｐｐｌ：６—８．

肺纤维化征象。该研究者认为从病理学观察结果来看，新分

１１李靖，陈吴．ＳＡＲｓ患者血清中ｓＡＲｓ相关冠状病毒抗体产生规
律的初步分析．第二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２４：７１３，７１５．

离Ｒｅ０＿ｖ和ｓＡＲ孓Ｃｏｖ混合感染豚鼠肺脏的病变更类似临

床＆螺Ｓ患者肺脏的病理学改变¨…。
据文献报道，Ｒｅｏ．ｖ感染啮齿动物可以成为很好的急性

１２邹正升，杨永平，陈菊梅，等．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分型特点
及其意义探讨．解放军医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８：７７７．７８０．
１３

三。二医院曾分别用１、２、３型Ｒｅｏ＿Ｖ感染豚鼠，未出现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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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ｆａｔａｌ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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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１／Ｌ

ｒｅｏｖｉｒｕ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ｍ Ｊ Ｐａｔｈｏｌ，１９９７，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Ｍ ａｊｅｓｋｉ ＥＩ，Ｐａｉｎｔｌｉａ

ＭＫ，ｅｔ ａ１．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ａｍａｇｅ：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ｏｖｉｒｕｓ

ｌ／Ｌ

ｒｅｓ

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出ｏｍｅ．Ｅｘｐ Ｍｏｌ 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０３，７２：２４·３６．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１６朱虹，左庭婷，何君，等．新分离呼肠病毒ＢＹＤｌ株实验感染食蟹
猴动物模型的建立．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刊，２００３，２７：３２７．３２９．
１７何诚，朱虹，何君，等．新分离呼肠病毒ＢＹＤｌ株实验感染食蟹猴
的病理学改变及发病机制．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刊，２００３，２７：４０４—
４０５．

（２）新分离Ｒｅｏ—Ｖ实验室感染食蟹猴发生的高热、二次
１８

ＤｅＢｉａｓｉ

ＲＬ，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发生的病变和出现的临床体征。
（３）根据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ｃｈ的原则：①在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流行

ｉｎｔｒａｌｕｍｉｎ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感染，而新分离的Ｒｅｏ—Ｖ是一变异株。

发热、毒血症和肺部病变以及豚一鼠的肺部病变，均酷似患者

ｔｙｐｅ

１３０：２２４３．２２５４．
１５

４．结语：

ＳＡＲｓＣｏｖ和Ｒｅ口Ｖ，提示可能是两种病毒联合感染或重叠

ｏｆ

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ｉｔｉｓ ｏｂｌｌｔｅｒａｎｓ

分离Ｒｅｏ．Ｖ比已知的１、２、３型ＲｅｍＶ毒力更强（未发表

（１）从ＳＡＲＳ患者Ｃ（已死亡）尸检肺标本中，同时分离出

Ｒｅｏｖｉｒｕｓ

Ｍｅｄ，１９６７，２７６：１０６０—１０６３．

Ｂｅｌｌｕｍ ＳＧ，Ｄｏｖｅ Ｄ，Ｈａｒｌｅｙ ＲＡ，ｅｔ ａ１．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死亡。而新分离Ｒｅｏ＿ｖ感染的１２只豚鼠全部死亡，说明新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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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Ｎ Ｅｎ９１ Ｊ

呼吸窘迫征的动物模型，但并不致死动物心叽２“。解放军第

Ｃ１ａｒ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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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ｉｎｔｚ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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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ＮＡ ｒｅｐａ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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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ｖｉｒａ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 Ｖｉｒ０１，２００３，７７：８９３４－８９４７．

１９朱虹，何君，何诚，等．呼肠病毒ＢＹＤｌ株毒力及其与ｓＡＲｓ相关
性的初步实验研究．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刊，２００４，２８：２９５—２９７．

中，从临床诊断ＳＡＲＳ患者体内新分离出５株Ｒｅｏ—Ｖ病原

２０

Ｌ，Ｍａｊｅｓｋｉ ＥＩ，Ｐａｉｎｔｌｉａ ＭＫ，ｅｔ ａ１．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ｒｅｏｖｉｒｕｓ ｌ，Ｌ

Ｌｏｎｄｏｎ

体；②从ＳＡＲｓ患者新分离到的Ｒｅ０一ｖ，能在实验室培养成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ｄａｍａｇｅ：

功；③用培养的新分离Ｒｅ０＿Ｖ感染动物能患上同样的疾病，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Ｅｘｐ
２１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Ｍ０ｌ Ｐａｔｈ０１，２００２，７２：２４—３６．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Ｍａｊｅｓｋｉ ＥＩ，Ａｌｔｍａｎ—Ｈａｍａｍｄｚｉｃ Ｓ，ｅｔ ａｌ

并能从感染动物脏器中分离出同一种病毒且在实验室可继

ｒｅｏｖｉｒｕｓ

１／Ｌ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ａｌｖｅ０Ｉａｒ ｄａｍａｇ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续培养。以上三点事实能够满足Ｋｏｃｈ原则的要求，故可初

ｉｓ

步确定新分离ＲｅＯ—Ｖ很可能是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流行中的病原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ｎｏｔ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ｉｎ

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ｉｄｓ

ｍｉｃｅ．Ｃｌｉｎ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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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２，１０３（３ Ｐｔ １）：２８４—２９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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