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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文件的目的是向参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实

验室检测的实验室和利益攸关方提供临时指导。世卫组

织就当前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事件定期发布更新，

地址是：http://www.who.int/csr/disease/coronavirus_infections/en/。 

本指导文件的第一版发布于 2012 年 12 月。自那以

来，我们对该病毒及其在人类和动物身上引起的疾病的

了解大大增加了。2013 年 9 月对本指导文件进行了更

新，以纳入有关诊断分析的新信息。在法国里昂举行的

国际实验室专家会议后，2014 年 9 月再次进行了修改。

当前文件是 2014 年版本的更新版。 

世卫组织继续监测与该病毒有关的发展，并将在必

要时修订相关建议。除非在那之前进行修订，否则本文

件将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这些建议的内容涉及人类体内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的实验室检测。在动物卫生领域，国际兽疫局已经

召集了一个骆驼疾病和骆驼制品贸易临时小组。该小组

已经将收集更多骆驼中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信息

确定为重点。多个兽医实验室正在对采自骆驼的标本进

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国际兽疫局也正在骆驼养

殖国建立实验室网络项目。有关动物中东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形势的进一步信息见国际兽疫局网站：

http://www.oie.int/en/for-the-media/press-releases/detail/article/update-

august-2014-questions-answers-on-middle-east-respiratory-syndrome-

coronavirus-mers-cov/。 

 

2. 检测指征 

世卫组织建议临床人员、流行病学家和实验室科

学家在如下网址查阅经修改的可报告中东呼吸综合征

冠状病毒病例定义： http://www.who.int/csr/disease/coronavirus 

_infections/case_definition/en/，以确定应对哪些患者进行检

测。病例定义根据获得新信息情况定期更新。也应（根

据当地的社区获得性肺炎管理指南）按照常规可获得实

验室程序对其它呼吸道病原体进行检测，但不应拖延中

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检测。 其它病因的例子包括肺炎

链球菌、B 型流感嗜血杆菌、嗜肺军团菌、流感病毒、

腺病毒、鼻病毒、肠道病毒和呼吸道合胞体病毒。 

3. 标本采集和运送 

在从被调查病例身上采集标本时，必须遵循感染控

制指南。世卫组织已经编写了有关卫生保健环境下易流

行和大流行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感染控制和预防指导文

件，见如下链接：http://www.who.int/csr/bioriskreduction/ infection 

_control/publication/en。 

要点： 

 所有从疑似或确诊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患者身上采集标本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必须穿

戴适当的个体防护装备；以及 

 所有参与采集和运送标本者均应受到有关标本

安全处置和溢洒处理程序培训。 

最近，二肽基肽酶Ⅳ(DPP-4)被确定为中东呼吸综合

征冠状病毒细胞受体(1)。该受体体现在无纤毛的支气管

上皮细胞上(1)，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观察到支气管肺泡

灌洗液，痰和气管吸出物等下呼吸道标本的病毒载量最

高（2,3,4,5）。应尽可能收集这类标本。一份有关沙特

阿拉伯发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系列的报

告(6)显示，鼻咽/口咽拭子等上呼吸道标本对发现病毒也有

价值，但应注意确保从鼻咽采集鼻咽拭子，而不是仅仅从

鼻孔内壁采集。有关如何采集鼻咽拭子的细节见：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surveillance/CDS_EPR_AR

O_2006_1.pdf。 

在采集鼻咽和口咽标本时，必须使用设计用于采集病

毒学检查所用标本的拭子。这些拭子包应包括病毒转运

液。鼻咽和口咽拭子应放入同一个试管，以增加病毒载

量。在可能的情况下，应既收集上呼吸道标本也收集下

呼吸道标本。 

已经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在血清中发现中东呼吸

综合征冠状病毒核酸 (7, 8)，因此采集血清检测病毒可能是

有用的，特别是在无法获得下呼吸道标本的情况下。也应

储存血清样本用于抗体检测（9, 10, 11）。 

也已经在尿和大便中发现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但低于在下呼吸道标本中发现的数量 (2)。 

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确诊的病例中，强烈鼓励在

（上下）呼吸道和多个其它身体部位（如血清、尿和大

便）反复顺序取样用于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因为这

种做法有助于增加当前有关病毒脱落持续时间的知识，

从而指导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决策。 

http://www.who.int/csr/disease/coronavirus_infections/en/
http://www.oie.int/en/for-the-media/press-releases/detail/article/update-august-2014-questions-answers-on-middle-east-respiratory-syndrome-coronavirus-mers-cov/
http://www.oie.int/en/for-the-media/press-releases/detail/article/update-august-2014-questions-answers-on-middle-east-respiratory-syndrome-coronavirus-mers-cov/
http://www.oie.int/en/for-the-media/press-releases/detail/article/update-august-2014-questions-answers-on-middle-east-respiratory-syndrome-coronavirus-mers-cov/
http://www.who.int/csr/disease/coronavirus_infections/case_definition/en/
http://www.who.int/csr/disease/coronavirus_infections/case_definition/en/
http://www.who.int/csr/bioriskreduction/infection_control/publication/en
http://www.who.int/csr/bioriskreduction/infection_control/publication/en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surveillance/CDS_EPR_ARO_2006_1.pdf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surveillance/CDS_EPR_ARO_2006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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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认从病人体内消除病毒，应继续采集呼吸道标

本，直到临床康复者连续两次检测结果为阴性。标本采

集频率取决于当地情况，但应至少每 2-4 天一次。如允

许患者离开隔离病房需要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

果连续为阴性，则可以每天采集数据。 

为抗体检测目的，需要采集成对血清样本以便确诊

感染，但也可以使用单一样本发现可能的病例。理想

上，成本血清样本应间隔 14-21 天采集，其中第一份样

本在起病后第一周采集。如果只能采集一份血清样本，

则应在症状出现后至少 14 天采集。表 1 列出可以从有

症状患者身上采集的样本以及相应的适当储存和运送要

求。对于暴露风险高的医疗保健环境，应考虑对暴露的

无症状接触者进行常规取样，例如使用雾化器的环境。 

 

 

表 1. 从有症状患者和无症状接触者身上采集的标本 

患者 检测法 标本类型 时机 储存和运送 备注 

有症状者 逆转录–聚合

酶链反应 

下呼吸道 

- 痰 

- 吸出物 

- 灌洗液 

上呼吸道 

- 鼻咽和口咽拭子 

- 鼻咽清洗液 /鼻咽抽

取液 

用于病毒检测的血清 

（特别是在无法获得

下呼吸道标本的情况

下） 

为监测病毒在体内分

布情况：其它标本类

型，大便、尿 

首诊时 

要确认清除病毒，应

重复采集标本，直到

连续两个样本的检测

结果为阴性。 

如标本可以在 72

小时内送到实验

室，可在 4°C 储存

和运送。 

如标本在 72 小时

之后才能到达实验

室，则需 ‐80°C 储

存，并使用干冰或

液氮运送。 

遵守有关标本运送

的国际条例和三重

包装制度。 

有症状者 血清学 进行血清学检测的血

清标本 

有必要采集成对血清

标本，用于确诊。其

中第一份标本应在起

病后一周内采集，第

二份理想情况下应在2-

3周之后采集。  

如只能采集单一血清

标本，则应在确定为

可能病例的症状出现

后至少14天采集。 

同上。 同上。 

无症状接触

者（特别是

在卫生保健

中心相关疫

情中或是其

它高强度接

触情况下） 

 

聚合酶链反

应 

鼻咽和口咽拭子、痰

（如有可能） 

有记录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14天内 

同上。 同上。 

血清学 血清 基线血清标本在有记

录最后一次接触之后

14天内采集，康复期

血清在 2-3 周之后采

集。 

如 只 能 采 集 单 一 样

本，则在有记录最后

一次接触后至少14天

采集。 

同上。 同上。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实验室检测：临时指导文件 

 

3 

采集的标本应尽快送到实验室。运送过程中正确处

理标本十分重要。可以立刻送往实验室的标本可以在

4°C 下储存并运输。如果实验室收到呼吸道标本的时间

有可能是在标本采集 72 小时后，则强烈建议将标本进

行-80°C 冷冻并使用干冰运输。重要的是避免反复冷冻

和解冻标本。血清标本应与全血分开，如果能够在 72

小时内送达实验室，则可以在 4°C 储存和运输。如果储

存和运输时间更长，则需冷冻并使用干冰或液氮运输。

应避免使用家用无霜冰箱储存呼吸道和血清标本，因为

这种冰箱的温度波动幅度较大。 

一国境内的标本运输应依据相应的国内法规。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标本的国际运输应遵循

世卫组织《2015-2016 年感染性物质运输法规指导文

件》（2015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描述的适相关国际法

规 。 该 世 卫 组 织 指 导 文 件 见 ： http://www.who.int/ihr/ 

publications/who_hse_ ihr_2015.2/en/。 

 

4. 实验室生物安全 

任何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存在与否的检测都

应在有适当设备且工作人员接受过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

培训的实验室进行。在所有情况下均需遵守国家实验室

生物安全指南。 

要点： 

 每个实验室均应进行风险评估，以确保其能够

安全进行该检测。 

 在处理和加工标本（包括用于血清学检测的血

样）时，应遵守基本的实验室良好微生物学技

术操作和程序规范。 

 处理和加工来自疑似或确诊中东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感染病例的需要进一步实验室检测（例

如血液或血液气体分析）的标本应遵守当地有

关处理可能具有感染性的材料的指南。 

 非培养实验室诊断工作，包括对来自疑似或确

诊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标

本进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分析，应根据世卫

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第三版）二级

生物安全实验室相关部分描述的做法和程序进

行。该手册链接如下：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 

/publications/biosafety/WHO_CDS_CSR_LYO_2004_11/en/。 

 对所有标本（包括用于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分

析的标本）进行的初步加工均应在认证有效的

二级或三级生物安全柜内进行。 

 所有技术操作均应以使产生气溶胶和液滴的可

能性降到最低的方式进行。 

 所有处理这些标本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均应穿戴

适当的个体防护装备。 

 应仅在能够满足更多基本遏制要求（包括世卫

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针对三级生物安

全实验室建议的做法）的实验室处理活病毒

（例如进行中和反应试验时）。 

 

5. 用聚合酶链反应法和测序检测中东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程序 

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病例的常规确诊是以用

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发现病毒核糖核酸的独特序

列为基础的，必要时用核酸测序确诊。有关中东呼吸综

合征冠状病毒血清学检测的信息见下文第 6 部分。 

不建议将病毒分离法作为常规诊断程序。 

世卫组织各会员国将决定本国实验室是否应进行中

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诊断检测。每次实时逆转录–聚

合酶链反应检测均应接受外部和内部控制措施，实验室

应尽可能参加外部质量评价计划。  

已经开发了三种进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检测

的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并发表了相关细节。目

前描述的检测包括一种针对 E 蛋白基因上游(upE)的检测

(12) 以及针对开放阅读框 1b（ORF 1b）(12) 和开放阅读

框 1a（ORF 1a）的检测 (13)。针对 E 蛋白基因上游的检

测被认为高度敏感，并推荐用于筛查；针对开放阅读框

1a 的检测被认为具有同样的敏感性；针对开放阅读框 1b

的检测则不如诊断开放阅读框 1a 的检测敏感。美国疾控

中心已经开发了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核壳

（N）蛋白基因的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法，可

以作为 E 蛋白基因上游检测和开放阅读框 1a 检测的补

充，用于筛查和确诊 (14)。迄今，这些实时逆转录-聚合

酶链反应检测均未出现与其它呼吸道病毒（包括人冠状

病毒）的交叉反应性。  

已经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基因组上确定两个

适合测序的靶位点，以协助确诊，即 RNA 依赖性 RNA

聚合酶（RdRp）和（N）基因 (13)。 

这些检测的进一步细节，包括工作台方案，见德国

波 恩 病 毒 学 研 究 所 网 站 ： http://www.virology-

bonn.de/index.php?id=40。  

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开发的检测法的进一步信息，请

联系 Dean D. Erdman (dde1@cdc.gov)。 

图 1 是用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调查疑似中东

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病例的检测流程。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_hse_ihr_2015.2/en/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_hse_ihr_2015.2/en/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biosafety/WHO_CDS_CSR_LYO_2004_11/en/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biosafety/WHO_CDS_CSR_LYO_2004_11/en/
http://www.virology-bonn.de/index.php?id=40
http://www.virology-bonn.de/index.php?id=40
mailto:dde1@cd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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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使用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被调查病例是否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程序 

 
 

 

鼓励检测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经验有限的实验

室请处理含有该病毒的标本经验更多的实验室对其初始

检测结果进行验证。世卫组织可以协助会员国确定能够

提供该支持的实验室。此外，实验室也可通过重复进行

核酸抽提和重新检测样本对本实验室的阳性结果进行检

查。 

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基因组上独特位点的

两次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不一致时，应重

新采集患者标本。此外，应尝试对一次合适的实时逆转

录-聚合酶链反应试验产生的扩增子进行测序，例如

RNA 依赖性 RNA 聚合酶或 N 基因，以验证结果 (13)。

除对存在病毒进行验证外，实时分析的序列数据也可以

提供有助于理解病毒来源及其传播方式的有价值信息，

因此建议对来自尽可能多的阳性标本的中东呼吸综合征

冠状病毒核酸进行测序。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和对直接来

自临床样本的纤突蛋白基因进行测序分析特别可取，但

应由在这个领域有经验的机构进行。 

已知四种地方性人冠状病毒会引起轻微到中等严重

程度的呼吸道感染，即 beta 冠状病毒 HCoV-OC43 和

HCoV-HKU1 以及 alpha 冠状病毒 HCoV-229E 和 HCoV-

NL63。用于呼吸道病原体的商用多重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可以发现这些病毒。重要的是，不应将这些病毒的阳性

反应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混淆。 

一系列阴性结果也不能绝对排除中东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一些因素可能导致假阴性结果，

包括： 

 标本质量差 

 标本在病程中采集过晚或过早 

 标本处理和运输不当 

 检测内在的技术原因，例如病毒变异或聚合酶

链反应抑制。 

如果高度怀疑为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的患

者检测结果为阴性，特别是在只采集了上呼吸道标本的

情况下，应采集并检测更多标本，特别是尽可能获得下

呼吸道标本。实验室也可考虑将一份或多份阴性标本送

往外部实验室进行验证。 

要考虑病例为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确定的实验

室确诊病例，需满足如下条件之一： 

被调查病例 

筛查检测（例如 E 蛋白基因上游实时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RNA依赖性 RNA 聚合酶

测序或 N 基因测序 
应采集进一步标本，如有

必要，请更有中东呼吸综

合征冠状病毒检测经验的

实验室进行检测 

验证试验（如开放阅读框 1a、开

放阅读框 1b 或 N 基因实时逆转录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阳性 

如临床或流行病学证据

提示或者如初始标本质

量较差，采集进一步标

本并重复检测 

阴性 

阳性 阴性 

确诊病例 

阴性 

指示其它序列 

确诊病例 

指示中东呼吸综

合征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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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经过验证的分析方法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基因组上至少两个不同的特异性靶点上

获得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阳性结果；或者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基因组上一个特异性

靶点出现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阳性结果并

且从另一个病毒基因组靶点获得中东呼吸综合

征冠状病毒序列确认 (13)。 

单一特异性靶点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出现阳

性结果、未进行进一步检测但有潜在暴露史和一致临床

体征的病例考虑为可能病例。 

  

6.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血清学检

测 

已经发表了检测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抗体的两

次免疫荧光检验细节 (13)。德国在 2-3 阶段程序中利用

这些试验和血清中和试验对接触者进行筛查，沙特则用

之确定血清阳性率（9, 10, 11, 12）。使用蛋白质微阵列

技术检测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抗体的检验方法也已

被开发出来，试验细节已经发表（15,16），显示这种方

法具有高度特异性。美国疾控中心开发了一种分两个阶

段检测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方法：先用基于重组

核壳蛋白的间接酶联免疫吸附法进行筛查，再用全病毒

间接荧光抗体试验或微量中和试验进行验证分析。以逆

转录病毒假颗粒为基础进行的中和试验的论文也已发表

(17)，也显示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具有高度特异

性。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实验室可能希望进行中东呼吸

综合征冠状病毒的血清学检测： 

(1) 确定属于需要根据《国际卫生条例》报告的中东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血清学检测； 

(2) 血清学调查，包括回顾并评估疫情范围。 

(1) 利用血清学检验确定需要根据《国际卫生条例》报

告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病例 

如果患者在至少一次筛查检验（例如酶联免疫吸附

测定和免疫荧光法）中发现存在血清转化证据并已经通

过理想上间隔 14 天采集的标本的中和试验确认存在血

清转化，则不论聚合酶链反应检验结果如何，该病人都

应被认为是确诊病例。我们对于抗体对中东呼吸综合征

冠状病毒的反应的了解仍然有效，但是，根据有关严重

急性呼吸综合征患者的经验以及有关中东呼吸综合征患

者的初步信息，预计血清转化将导致滴度上升至少 4

倍。 

如果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阳性的无症状患者的至

少一项筛查检验（例如酶联免疫吸附测定和免疫荧光

法）结果为阳性，而且对单一标本的中和试验结果为阳

性，这些人应被视作可能病例。 

病例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确认后，鼓励尽可能

采集序列血清标本，以便增加对抗体应答动力学的知

识。在对医院疫情进行调查时，或许有理由对确诊病例

的无症状接触者进行常规检测。单一标本血清检测结果

为阳性的无症状接触者不符合目前世卫组织有关确诊或

可能急性病例的定义。 

(2) 利用血清学，进行以人口为基础的血清调查并并对

过去的暴露情况进行调查 

通常情况下，调查中仅可从每个参与者那里获得一

个单一标本。化验结果解读标准与前文所述无症状接触

者一致，至少一次筛查检验（例如酶联免疫吸附测定和

免疫荧光法）结果为阳性，而且中和试验结果为阳性，

则只是曾感染病毒 (16)。如果只有单一标本，则无法确

定感染时间。 

 

7. 试剂 

用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实时逆转录-聚合酶

链反应检测的引物和探针序列已经发表，实验室可以向

通常供货商定购。E 蛋白基因上游和开放阅读框 1a 特异

性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所用阳性对照材料可以

向 欧 洲 病 毒 档 案 门 户 定 购 ： http://www.european-virus-

archive.com/Portal/produit.php?ref=1386&id_rubrique=9。 

在获得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所需对照材

料方面需要支持的会员国可以请求世卫组织援助。 

美国疾控中心已经生产了用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

反应法发现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诊断试剂盒，并

将对外提供少量。如需进一步信息，请联系 Dean D. 

Erdman (dde1@cdc.gov)。 

市场上至少有两种用聚合酶链反应法发现中东呼吸

综合征冠状病毒的试剂盒在售。Altona Diagnostics 公司

生产的试剂盒的进一步信息见如下链接：http://www.altona-

diagnostics.com/realstar-mers-cov-rt-pcr-kit.html。  

Fast Track Diagnostics 公司也生产一种试剂盒，相

关 信 息 见 如 下 链 接 ： http://www.fast-trackdiagnostics.com 

/products/50/ftd_hcov-emc/。 

对人和骆驼血清进行免疫荧光检测和酶联免疫吸附

检测的试剂盒最近也已上市：http://euroimun.org/index.php?id 

=35&uid=12280&L=1#c12280。 

迄今还没有对使用一组血清的血清学分析进行旨在

对其效果进行更全面评估的比较评价。同时，鼓励计划

开展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血清学检测的实验室与对

该病毒进行血清学分析有经验的国际实验室合作。 

世卫组织不为任何具体产品背书，鼓励实验室自行

查询确定是否有哪种试剂盒适合其具体情况并已获得必

要的监管批准。 

http://www.european-virus-archive.com/Portal/produit.php?ref=1386&id_rubrique=9
http://www.european-virus-archive.com/Portal/produit.php?ref=1386&id_rubrique=9
mailto:dde1@cdc.gov
http://www.altona-diagnostics.com/realstar-mers-cov-rt-pcr-kit.html
http://www.altona-diagnostics.com/realstar-mers-cov-rt-pcr-kit.html
http://www.fast-trackdiagnostics.com/products/50/ftd_hcov-emc/
http://www.fast-trackdiagnostics.com/products/50/ftd_hcov-emc/
http://euroimun.org/index.php?id=35&uid=12280&L=1#c12280
http://euroimun.org/index.php?id=35&uid=12280&L=1#c1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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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球实验室网络 

对来自被调查病例的标本进行及时、准确的实验室

检测是监测该新发感染的必要工作。所有国家均应在愿

意进行初级检测或确认检测的本国或外国实验室获得可

靠检测。如有必要，世卫组织可以协助会员国获得国际

检测服务。会员国可能希望在运送标本前与相关国际实

验室签署材料转让协议，其内容涵盖临床材料和知识产

权的所有权。 

 

9. 报告病例和检测结果 

实验室应遵守本国报告要求，不过一般而言，在没

有确诊病例或者只有散发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

病例的国家，实验室收到标本后应尽快通知相关公共卫

生当局，甚至在开始进行检测之前就通报。与此类似，

所有检测结果，不论阴性阳性，均应立即报告给相关当

局。如果感染变得比较普遍，实验室应该每发现一个确

诊病例就立即向公共卫生当局报告一个，如果确诊检测

有所延迟，则应每发现一个阳性筛查结果就报告一个。

实验室还应定期向相关公共卫生当局报告阴性检测结果

数量。 

会员国应立刻向世卫组织通报所有确诊病例，如确

诊检测有所延迟或是样本被送到国外进行确诊检测，则

应立即通报所有阳性筛查结果。通报材料应包括所进行

具体检测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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