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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就疫情防控作出指示 

（来源：新华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2 月 26 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分析当前疫情形势，

研究部署近期防控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响应党中央对广大党员的号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同志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 

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

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同时湖北省和武汉市

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其他有关地区疫情反弹风险不可忽视。越是

在这个时候，越要加强正确引导，推动各方面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强疫情防控这根弦不能松，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要抓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准确分析把握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紧紧抓住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保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努力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发布时间：2020-02-27 

链接地址：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27/c_1125635849.htm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来源：人民网） 

2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

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部署，在患者救治、湖北省和武汉市生活必需品供应、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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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了部署。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分区分级差异

化防控。在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疫情防控、老年人、儿童的防控措

施、学校开学时间等方面做好部署。会议要求，要认真研究和吸收中

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对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和应对情况考察时提

出的建议，继续加强与世卫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推动建

立和完善与人员往来较多国家的卫生防疫沟通协调应急机制，制定跨

国交通工具、口岸、高风险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相互衔接和相应的疫情

防控标准，协调采取共同的防控措施，有效防止人员跨境流动中疫情

输出或输入。 

发布时间：2020-02-28 

链接地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228/c1024-31608300.html 

 

新冠肺炎病变范围首次实现三维重建 

（来源：中国科学报） 

2 月 21 日，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与北京某市级

定点医院经过多日合作，实现了首次通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

CT 影像对病变范围进行数字三维重建，为临床诊断提供定量分析手

段，并已在临床上获得了初步验证。该医院相关专家表示，目前临床

上用于新冠肺炎的影像学诊断主要依靠放射科医生的临床经验，这一

成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数字模型和量化分析依

据，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准确、客观的评价体系，为奋战一线的医疗

人员和后勤的科研团队提供理论指导。该项研究成功完成多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部的重建，包括数据增强、肺和肺气管结构的提取以及

各病灶区域的独立分割，建立了整个被感染肺部的三维数字模型。 

发布时间：2020-02-25 

链接地址：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2/436266.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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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未明显变异且各年龄段人群易感 

（来源：澎湃新闻） 

2 月 24 日晚，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

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考察组中方组长，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

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

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介绍考察组现场调研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考察组中方组长、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

组长梁万年在会上通报：1、关于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通过对不同地

点分离出的 104 株新冠病毒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证实同源性达 9.9%，

提示病毒尚未发生明显的变异。2、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特

征：根据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数据以及湖北武汉、广东深圳和广

州、四川成都等现场考察，联合考察组对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特征有以

下认识：一是人口学特征。患者平均年龄51岁，30~69岁患者占77.8%，

77.5%的病例来自湖北。二是动物宿主。目前的研究表明，蝙蝠有可

能是新冠病毒的宿主，穿山甲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之一。三是

传播途径。目前认为，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已

从一些确诊患者的粪便中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存在粪-口传播风险。

新冠病毒可能通过气溶胶传播，但在中国这不是主要的传播方式。四

是家庭聚集性。从广东和四川的现场考察来看，78%~85%的聚集病

例发生在家庭。五是密切接触者管理。在广东和四川，现场流行病学

工作者几乎对所有已发现的密切接触者进行了追踪和医学观察，大约

1%~5%的密切接触者实验室确诊为阳性。六是易感性。新冠病毒是

一种新的病原体，因此，各年龄段人群均对新型冠状病毒没有免疫力，

普遍容易感染。 

发布时间：2020-02-24 

链接地址：http://news.sina.com.cn/o/2020-02-24/doc-iimxyqvz54958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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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精准排查”芯片可 1.5小时检测新冠等 6种病毒 

（来源：科技日报） 

日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联合成都博奥晶芯生物科技、清华大学

共同设计开发的，可检测包括新冠肺炎病毒在内的“呼吸道病毒（6

种）核酸检测试剂盒（恒温扩增芯片法）”，已获国家药监局第 2 批

新型冠状病毒应急医疗器械审批批准并应用到防疫“前线”。这是国内

首个新冠肺炎病毒芯片检测系统，也是目前唯一的含新冠肺炎病毒在

内的呼吸道多病毒指标（6 项）核酸检测试剂盒。该新型测试芯片，

只需采集患者的鼻、咽拭子等分泌物样本，便可在 1.5 小时内一次性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甲型流感病毒、新型甲型 H1N1

流感病毒（2009）、甲型 H3N2 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

胞病毒等 6 种呼吸道常见病毒。此款唯一获批准进入临床的多指标核

酸检测产品，可实现高样本通量，一次检测仅需 1.5 小时；可快速检

测更多样本，每套设备可同时检测 16 人份样品；可多指标（6 项）

联检，便于分流普通流感和新冠肺炎病毒感染患者，以降低医患风险

和负担。同时，该系统加入保存液可后直接灭活病毒，其芯片操作简

便且全封闭，可有效防止医务人员感染。 

发布时间：2020-02-23 

链接地址：http://www.stdaily.com/app/sichuan/2020-02/23/content_885900.shtml 

 

病毒溯源是疫情防控“必答题” 

（来源：科技日报） 

日前，《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文章指出要加大

科研攻关力度。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要科学论证病毒来源，尽

快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密切跟踪病毒变异情况，及时研究防控策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13/c_11255694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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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和措施。 

论证病毒来源，是疫情“大考”下，习总书记强调的一道必答题。 

病毒溯源研究，因何如此重要？病毒溯源堪称疫情防治的核心，

其目的是找到病毒传播源头，摸清病毒初始传播途径、突变规律和潜

在风险，从病毒源头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防止以后类似

疫情的发生。同时，病毒溯源能为疫苗研发提供科学保障，通过这一

工作能分离大量病毒毒株，是疫苗研发的宝贵资源。此外，病毒溯源

是击碎“阴谋论”的最佳武器，只要找到病毒源头，任何处心积虑的相

关谣言都将不攻而破。病毒溯源也是最好的教育，它将提醒人们保护

野生动物，敬畏自然，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 

发布时间：2020-02-25； 

链接地址：http://tech.gmw.cn/2020-02/25/content_33587708.htm 

 

实验小鼠出现抗体—浙江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取得良好进展 

（来源：浙江日报） 

日前，浙江针对新冠病毒的重组蛋白疫苗研究迈出了关键一步。

疫苗注射到第一批实验小鼠体内后，已产生抗体，并已通过亲和试验、

中和试验。重组蛋白疫苗完成初步药效学研究后，将进入中试阶段。

据了解，该项目是由省科技厅组织的攻关项目，由杭州医学院与浙江

普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团队共同参与研发。 

杭州医学院病毒病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孟表示，目前实验室已用重

组蛋白疫苗对 200 只老鼠进行了免疫，老鼠身上均产生了抗体。该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庄昉成表示，自我国成功对新冠病毒进行基

因测序以后，团队就着手对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进行位点筛选，最终选

择了抗原性较强的 S1 核心区片段，通过基因重组技术进行了合成。

“S1核心区段表达的抗原性强，接种到人身上更容易产生抗体。接下

http://tech.gmw.cn/2020-02/25/content_335877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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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该疫苗还要进行一些安全性评价、药效学研究、质量研究等，完

成以上内容后，便可向国家药审中心申报临床试验批文，争取尽快进

入临床试验阶段。 

发布时间：2020-02-24 

链接地址：http://zj.people.com.cn/n2/2020/0224/c186806-33822235.html 

 

中美顶级科学家合作拟攻克新冠病毒难题 

（来源：医药魔方） 

2 月 24 日，据 GEN 报道，为攻克新冠病毒难题，中国恒大集团

出资 1.15 亿美元（8 亿元）促成哈佛大学与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达成

一项为期 5 年的研究合作。目前，支持“中美新型冠状病毒科研攻关

专家组”工作的首期 2 亿元资金已经到位。具体来说，该专家组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 George Q.Daley 院士担任

联席组长，带领全球几十位最顶尖医学专家围绕以下四大重点方向开

展科研合作：1)开发快速、更准确的诊断测试，包括即时测试；2)理

解机体免疫反应和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包括鉴定能够帮助监测感

染过程以及疾病进展、预测感染者出现严重疾病和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的生物标志物；3)开发预防感染的疫苗；4)开发缩短病程、减轻感染

者症状的抗病毒疗法以及治疗重症患者的疗法。 

发布时间：2020-02-25 

链接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v1JStaL8ssZGefux8IrdvQ 

 

 

 

 

 

https://mp.weixin.qq.com/s/v1JStaL8ssZGefux8Ird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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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专题：冠状病毒的药物发展 

MERS-CoV和 SARS-CoV刺突蛋白的结构与功能 

（来源：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7 年 4 月 10 日，国际学术权威刊物自然出版集团旗下子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高福、施一研究组和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章新政研究组合作的一

篇研究论文，研究解析了近原子分辨率的 MERS-CoV 和 SARS-CoV

三聚体刺突蛋白(Spike glycoprotein，S)的电镜结构，与之前发表的其

它冠状病毒 S 蛋白相比，他们发现这两种高致病性病毒存在自由的受

体结合区，更有利于 S 蛋白和宿主受体的结合，并为后续广谱性抗体

和疫苗设计提供了关键的三维结构图谱。研究人员利用单颗粒冷冻电

镜技术解析了近原子分辨率的 MERS-CoV 和 SARS-CoV 三聚体 S 蛋

白的融合前构象结构，分辨率分别为 3.7 和 3.2。这两种高致病性冠

状病毒三聚体 S 蛋白整体结构与已报道的冠状病毒类似，但其受体结

合区(RBD)与其他冠状病毒有明显差异。研究者捕获到 MERS-CoV

和 SARS-CoV 两种状态的 RBD，一种是包埋状(buried)(即为横卧状态，

lying state)，另一种是暴露状(exposed)(即站立状态，standing state)。

已报道的冠状病毒 RBD 几乎都是包埋状；而 MERS-CoV 和

SARS-CoV 均存在暴露状，这种状态的 RBD 有利于受体的结合，为

病毒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机制的阐明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献信息：Cryo-EM structures of MERS-CoV and SARS-CoV spike glycoproteins 

reveal the dynamic receptor binding domains，Nature Communications，2017-04-10； 

链接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comms1509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comms1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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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单克隆中和抗体研究 

（来源：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 年 7 月 11 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新泉课题组与中国

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谭文杰课题组合作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研究论文。通过研究一株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的新

型中和抗体 7D10 的结构与功能，该论文首次详细报道了位于

MERS-CoV 刺突蛋白 N 端结构域（N-terminal Domain, NTD）上的抗

体中和表位，并揭示了 7D10 独特的抗病毒机制。此次研究首先鉴定

了 MERS-CoV 单克隆中和抗体 7D10，这株抗体结合刺突蛋白的 NTD，

能够高效中和 MERS-CoV 假病毒、活病毒对细胞的感染以及高滴度

假病毒对小鼠模型的感染。对 NTD 与 7D10 复合物的晶体结构测定

以及位点突变研究揭示了一个位于刺突蛋白 NTD 上的全新表位。进

一步研究表明，7D10 的中和作用不只依赖于对 DPP4 结合的抑制，

而且在病毒细胞附着后起作用，抑制膜融合前到膜融合后刺突蛋白的

构象变化。这些特性使 7D10 对含有不同自然突变的 MERS-CoV 毒

株具有广泛的中和能力，并与不同靶向 RBD 的中和抗体表现出协同

作用或加和作用，为抗体药物与疫苗研发、防止 MERS-CoV 感染提

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思路。 

文献信息：Structural definition of a neutralization epitope on the N-terminal domain 

of MERS-CoV spike glycoprotein，Nature Communications，2019-07-11； 

链接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9-10897-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9-10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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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瑞替尼或为新冠肺炎潜在有效药物 

（来源：Lancet） 

2020 年 2 月 4 日，一篇刊登于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文章

表示，借助深度学习和知识图谱，研究者发现经典 JAK 激酶抑制剂

巴瑞替尼（Baricitinib）或可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篇文章

来源于帝国理工学院和人工智能制药公司 BenevolentAI。据悉，这次

用于寻找潜在药物的技术是 BenevolentAI 的知识图谱。这是一个大型

的结构化医药信息仓库，包括了大量使用机器学习抽取出来的连接关

系。具体而言，根据新冠病毒的特点，研究者使用了这个知识图谱，

用于验证可以帮助治疗的药物——即那些能够阻断病毒感染进程的

药物。有一种和 AAK1 高度关联的药物，名为 Janus 激酶抑制剂「巴

瑞替尼」。这种药物也和细胞周期蛋白 G 相关激酶（cyclin G-associated 

kinase）——另一种内吞作用调节器相关。当巴瑞替尼的血浆浓度达

到 2mg 或 4mg 一次每日的情况下，AAK1 就可以被显著地抑制。研

究者因此建议选择这一药物进行临床实验，针对新冠病毒重症病人，

减少病毒感染和发炎的情况。 

文献信息：Baricitinib as potential treatment for 2019-nCoV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

Lancet，2020-02-4； 

链接地址：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304-4/fulltext 

 

跨膜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是潜在的 COVID-19抗病毒药物 

（来源：bioRxiv） 

2020 年 2 月 11 日，同济大学、沈阳药科大学、清华大学、第二

军医大学联合在预印本平台 bioRxiv 上发文，称跨膜丝氨酸蛋白酶抑

制剂是潜在的 COVID-19 抗病毒药物。研究人员使用正常人的肺和胃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304-4/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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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系统单细胞转录组来鉴定了 ACE2 和 TTSP 共表达的细胞组成和比

例。结果显示，TMPRSS2 在吸收性肠上皮细胞、食道上皮细胞和肺

AT2 细胞中与 ACE2 一同高表达，暗示 TMPRSS2 在 2019-nCoV 感染

中起重要作用。总之，这项研究为 2019-nCoV 的病毒感染性增加提

供了生物信息学和结构证据，并表明跨膜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通过靶

向 TMPRSS2，可作为 2019-nCoV 感染的抗病毒治疗选择。 

文献信息：The transmembrane serine protease inhibitors are potential antiviral drugs 

for 2019-nCoV targeting the insertion sequence-induced viral infectivity enhancement，

bioRxiv，2020-02-11； 

链接地址：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08.926006v3 

 

虚拟筛选维帕他韦、雷迪帕韦和其他药物重组候选物 

（来源：ChemRxiv） 

2 月 11 日，香港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ChemRxiv 预印版平台发

表论文，该研究利用 SARS-CoV 高度相似（96%同源性）的同源基因

的晶体结构，制备了 2019-nCoV 3C 样蛋白酶（3CLpro）的三维模型。

催化、底物结合和二聚作用中涉及的所有残基都是 100％保守的。多

蛋白 PP1AB 序列的比较显示出 86％的同源性。冠状病毒多蛋白上的

3C 样切割位点高度保守。基于几乎相同的底物特异性和高序列同源

性，SARS-CoV 酶特异性抑制剂开发的一些先前进展可以授予其

2019-nCoV 对应物。使用 3CLpro 分子模型，研究人员对在售的药物

进行了虚拟筛选，并提出了 16 种候选药物供考虑。其中，抗病毒药

物雷迪帕韦(ledipasvir)或维帕他韦(velpatasvir)作为2019-nCoV的治疗

药物尤其具有吸引力，且副作用极小，通常是疲劳和头痛。药物

Epclusa（维帕他韦/索非布韦）和 Harvoni（雷迪帕韦/索非布韦）由

于对两种病毒酶具有双重抑制作用，可能具有很好的效果。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08.926006v3


 

13 
 

文献信息：Prediction of the 2019-nCoV 3C-like Protease (3CLpro) Structure: Virtual 

Screening Reveals Velpatasvir, Ledipasvir, and Other Drug Repurposing Candidates，

ChemRxiv，2020-02-11； 

链接地址：

https://chemrxiv.org/articles/Prediction_of_the_2019-nCoV_3C-like_Protease_3CLpr

o_Structure_Virtual_Screening_Reveals_Velpatasvir_Ledipasvir_and_Other_Drug_R

epurposing_Candidates/11831103 

 

2019-nCoV的潜在高效药物 

（来源：bioRxiv） 

2020 年 2 月 13 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科研人员在 bioRxiv

预印本平台发表论文指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宣布 2019 年新

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暴发为全球卫生紧急情况，当前没有

有效的抗 2019-nCoV 药物。2019-nCoV 和 SARS 的 3CL 蛋白酶的序

列同一性为 96％，这为基于结构的药物重新定位（SBDR）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基于 SARS 3CL 蛋白酶的 X 射线晶体结构，科研人员构

建了2019-nCoV 3CL蛋白酶的3D同源结构，基于此结构和SARS 3CL

蛋白酶抑制剂的现有实验数据集，科研人员使用深度学习和数学方法

开发了 SBDR 模型，以筛选 DrugBank 中 1465 种已获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药物，结果发现，许多 FDA 批准的药物

对 2019-nCoV 可能具有很高的效力。 

文献信息：Potentially highly potent drugs for 2019-nCoV，bioRxiv，2020-02-13； 

链接地址：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05.936013v1.full.pdf 

 

 

https://chemrxiv.org/articles/Prediction_of_the_2019-nCoV_3C-like_Protease_3CLpro_Structure_Virtual_Screening_Reveals_Velpatasvir_Ledipasvir_and_Other_Drug_Repurposing_Candidates/11831103
https://chemrxiv.org/articles/Prediction_of_the_2019-nCoV_3C-like_Protease_3CLpro_Structure_Virtual_Screening_Reveals_Velpatasvir_Ledipasvir_and_Other_Drug_Repurposing_Candidates/11831103
https://chemrxiv.org/articles/Prediction_of_the_2019-nCoV_3C-like_Protease_3CLpro_Structure_Virtual_Screening_Reveals_Velpatasvir_Ledipasvir_and_Other_Drug_Repurposing_Candidates/11831103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05.936013v1.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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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批准药物数据库的虚拟筛选 

（来源：ChemRxiv） 

2 月 13 日，米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ChemRxiv 预印版平台发表论

文，该研究基于 COVID-19 冠状病毒蛋白在 FDA 批准药物数据库中

进行虚拟筛选。新型冠状病毒病毒复制所必需的蛋白质晶体结构最近

已在蛋白质数据库中备案。此外，已有研究组建立了 24 个 COVID-19

蛋白的同源性模型。在该文章中，研究人员从 3000 多种 FDA 批准的

药物数据库中对该病毒煮蛋白酶和 3CL 蛋白酶这两个不同靶点进行

虚拟筛选。结果表明，两个靶标均选择了目前用于治疗 HIV 感染的

蛋白酶抑制剂 Indinavir。Lopinavir 和 Atazanavir 在是潜在 3CL 蛋白

酶抑制剂。Cobicistat 是另一种已被批准用于治疗 HIV 感染的药物，

也已被选作潜在的主要蛋白酶抑制剂。 

文献信息：Virtual Screening of an FDA Approved Drugs Database on Two 

COVID-19 Coronavirus Proteins，ChemRxiv，2020-02-13； 

链接地址： 

https://chemrxiv.org/articles/Virtual_Screening_of_an_FDA_Approved_Drugs_Datab

ase_on_Two_COVID-19_Coronavirus_Proteins/11847381 

 

建议将伊马替尼申报临床并进行研究 

（来源：ChinaXiv） 

ChinaXiv 于 2 月 17 日发布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发表的

预印本论文，文章指出，伊马替尼（Imatinib），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是一种小分子蛋白激酶抑制剂，临床用于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和恶性

胃肠道间质肿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肺部的一种炎症

过程，以低氧血症为显著特征的临床综合征。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伊马替尼能有效缓解 ARDS。文章对伊马替尼治疗血管渗漏和肺水肿

https://chemrxiv.org/articles/Virtual_Screening_of_an_FDA_Approved_Drugs_Database_on_Two_COVID-19_Coronavirus_Proteins/11847381
https://chemrxiv.org/articles/Virtual_Screening_of_an_FDA_Approved_Drugs_Database_on_Two_COVID-19_Coronavirus_Proteins/1184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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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综述后总结到，目前 ARDS 无药可治，因此控制 ARDS 是

重症肺炎患者生命至关重要的一道防线。伊马替尼有可能显著降低

ARDS 引起的高死亡率和致残率，临床上已有多个成功案例。伊马替

尼已经在全球上市，其安全性数据详实，建议将 ARDS 作为伊马替

尼老药新用的新增适应症申报临床，并组织医院共同参与伊马替尼应

用 ARDS 的临床研究。 

文献信息：伊马替尼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ChinaXiv，2020-02-17； 

链接地址：http://www.chinaxiv.org/abs/202002.00027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关于新冠药物的思考 

（来源：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 

《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于 2 月 18 日出版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医学中心呼吸内科刘又宁发表的论文。文章结合作者的实践经验与临

床信息，对新型冠状病毒病常用药物做出评价。建议预防用抗菌药物

要严格限制；肾上腺皮质激素只应用于已出现肺损伤的患者，并且要

注意用量与疗程的个体差异；抗病毒药的试用要慎重，并尽早得出已

推荐药物要不要继续试用下去的结论，以避免不必要的药物损伤。最

后，文章指出，作者认为，“方案”推荐的利巴韦林与洛匹那韦/利托

那韦未必真正有效。而已有初步临床试验证据的法匹拉韦、磷酸氯喹

等可优先试用。无论哪种药物都应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证实，

如已显示无效且有明显不良反应，则应考虑在新一版指南中及时进行

修订。 

文献信息：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疾病治疗药物的思考，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

2020-02-18； 

链接地址：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253.htm 

http://www.chinaxiv.org/abs/202002.00027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2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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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未验证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多尔对新冠病毒有治疗作用 

（来源：中华传染病杂志） 

《中华传染病杂志》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发表了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感染与免疫科发表的论文《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多尔用

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有效性研究》。研究称，目前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暂无特效药，多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根据既往治疗 SARS 和

MERS 的经验和相关临床及基础研究推测，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可能对

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一定的疗效。而阿比多尔作为专门预防和

治疗流感的药物，体外实验证实对 SARS 有效，在部分地区也被推荐

应用。因此，及时评价上述两个药物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效果

具有重大意义。研究人员对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6 日上海市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收治的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134 例患者的临床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134 例患者均接受重组人干扰素 α2b喷雾治疗以

及对症支持治疗，其中 52 例患者口服抗病毒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34 例患者口服抗病毒药物阿比多尔，48 例患者不服用任何抗病毒药

物。比较 3 组患者治疗中位时间为 7 d 时的治疗效果，组间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或卡方检验。该研究未发现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

阿比多尔具有改善症状、或缩短呼吸道标本病毒核酸转阴时间的作用，

因此上述两个药物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效果仍有待进一步

评价。 

文献信息：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多尔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有效性研

究，中华传染病杂志，2020-02-21； 

链接地址：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592.htm 

 

 

 



 

17 
 

政策与项目 

国务院规范医疗机构开展新冠肺炎药物临床研究 

（来源：科技部） 

2 月 24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科研攻关组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药物

治疗临床研究的通知》，就国家启动公共卫生应急机制期间，有关“老

药新用”开展抗新冠肺炎治疗临床研究，提出四点要求：一、支持符

合条件的医院开展相关药品临床研究。对临床研究医院、药品、给药

方法、责任主体、临床实施人员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二、提高相关

药品临床研究的整体效率。明确了各级卫生、科技行政部门、科研攻

关组、医院等的任务职责，加强统筹协调，促进数据整合，提高研究

效率。三、促进相关药品临床研究规范开展。对药品临床研究规范、

相关项目审查和评估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四、推动临床研究成果的

应用。对各级卫生和科技行政部门在临床研究成果的跟踪汇报、药品

临床研究信息发布机制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发布时间：2020-02-25 

链接地址：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2/436261.shtm 

 

工信部出台文件要求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2 月 1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运用新一代信息

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运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全面支持疫情科学防控的具体内容为： 

（1）支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服务

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患者追踪、人员流动和社区管理，对疫情

开展科学精准防控；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2/43626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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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医疗防疫物资的供需精准对接、高效

生产、统筹调配及回收管理；组织信息技术企业与医疗科研机构联合

攻关，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技术，加快病毒检测诊断、疫

苗新药研发、防控救治等速度，提高抗疫效率； 

（3）引导企业加强互联网应用能力，充分运用网上疫情防控资

源和信息化工具，建立线上线下、联防联控的管理体系； 

（4）支持完善疫情期间网络零售服务和物流配送体系，加强电

子图书、影视、游戏等领域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形成丰富多

样的“零接触”购物和娱乐模式，确保百姓生活必需品和精神营养品供

应。 

发布时间： 2020-02-18； 

链接地址：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22/c7683415/content.h

tml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强调中西医结合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 

2 月 19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发布《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的通知》

（下简称“《试行第六版》”）。《试行第六版》结合已印发的《关于推

荐在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使用“清肺排毒汤”

的通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危重型病例诊疗方案（试行第二

版）》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普通型病例管理规范》等，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修正版）》进行了调整

和补充。明确强调了要发挥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救治工作中积极作用，

加强中西医结合，建立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 



 

19 
 

发布时间： 2020-02-19； 

链接地址：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3p/202002/8334a8326dd94d329df351d7da8aefc2.s

html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五版）》要求提高检测阳性率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 

2 月 21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方案（第五版）》。该方案基于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科学研究，对

原方案中的主要传播途径论述进行了修改，并且在实验室检测技术指

南中，强调了提高核酸检测阳性率的具体措施和要求，细化了标本采

集和处理方法，增加了单靶标阳性病例的判定原则。 

发布时间： 2020-02-21； 

链接地址： 

http://www.nhc.gov.cn/jkj/s3578/202002/dc7f3a7326e249c0bad0155960094b0b.shtm

l 

 

“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治理及影响”专项发布 

（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 月 24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等公

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治理及影响”专项项目指南》。该专项项目支持具

有相关领域数据基础、研究基础并与疫情相关实际参与部门密切合作

的科研人员，紧密围绕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防控应对与管理、

治理机制、经济影响及对策、社会管理等四方面研究模块，开展前瞻

性、基础性、回顾性和实证性的联合研究。资助强度约 50-80 万元/

项。专项项目将尝试连续资助机制。获得资助的项目在研究期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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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且确有需要的，管理科学部将择优予以滚动连续资助。   

发布时间： 2020-02-24； 

链接地址：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42/info77448.htm 

 

重要网址链接：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集成信息平台： 

http://www.clas.ac.cn/xwzx2016/163486/xxfysjpt2020/ 

WHO 世界卫生组织-2019 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 

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 

 

说明： 

当前抗击 2019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已经到了关键时期，相关研究

机构纷纷行动起来，开展疫情防治、病毒研究、药品研制等工作。成都文献情报

中心学科咨询服务部与昆明动物所图书馆携手，聚焦防疫一线，及时、准确地提

供重点科技信息，支撑工作在防疫一线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 

诚挚邀请科研人员及相关人员与我们联系，提出更多有针对性需求与建议，

以便进一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与产品。我们希望与科研人员一起众志成城，坚决

打赢这场防疫抗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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