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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研究进展

胡丹，罗正汉，叶福强，韩一芳，王太武，汪春晖，张锦海

（东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控一科，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０２）

【摘要】　蝙蝠属于翼手目，是哺乳动物的第二大类，包含１２００多种类，全球分布广泛。随着ＳＡＲＳＣｏＶ２病毒大流行

也被认为可能起源于蝙蝠，其作为许多重要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宿主受到备受关注。引起人类高致死率的流行病的

大多数病毒是源于野生动物的人畜共患病，其中包括有丝状病毒（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冠状病毒（ＳＡＲＳ、ＭＥＲＳ）、

亨德拉尼帕病毒属（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它们具有ＲＮＡ病毒的共同特征。随着第二代测序技术的发展，自２００９年

后新发现的蝙蝠病毒就超过６０余种。蝙蝠具有长途迁徙和喜群居的特性，近年来环境变化和森林砍伐严重影响了许多

生态系统，加剧了野生动物与人类的接触，这些因素也使得蝙蝠所携带的病毒对人类构成了潜在威胁。了解和掌握野生

动物所携带的病原谱对于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本文针对近年来研究发现的蝙蝠携带的重要

病原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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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作为能够飞行迁徙并且分布广泛的第二大哺乳动物群

体，在花粉传播和害虫天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近年来

蝙蝠作为与新出现传染病病原体相关的可“在线更新”的天然

病毒库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重视。在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爆发前，大约有１００余种蝙蝠携带病毒被报道。随

着鉴定手段的多样化，特别是二代测序技术的应用，自最初的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ＳＡＲＳ）爆发以来，已被识别的蝙蝠携带病毒数量急剧增加，包

括一些重要的新发病原体如２０１９新型冠状病毒（ＳＡＲＳＣｏＶ

２），ＳＡＲＳ 冠 状 病 毒 （ＳＡＲＳＣｏＶ），中 东 呼 吸 综 合 征 病 毒

（ＭＥＲＳＣｏＶ），尼帕病毒 （Ｎｉｐａｈｖｉｒｕｓ，ＮｉＶ），亨德拉病毒

（Ｈｅｎｄｒａｖｉｒｕｓ，ＨｅＶ），埃博拉病毒（Ｅｂｏｌａｖｉｒｕｓ，ＥＢＯＶ）和马尔

堡病毒（Ｍａｒｂｕｒｇｖｉｒｕｓｅｓ）等
［１］。这些病原体大多数是公认的

新病毒种或基因型。然而被这些不同病毒感染的蝙蝠很少显

示疾病的临床症状，人类对于这些病毒的发病机制及蝙蝠传播

的病毒对公众健康的潜在威胁仍鲜有报道［２］。本综述简要介

绍了蝙蝠携带病毒的研究进展。

１　蝙蝠在病毒传播中的特殊特征

蝙蝠是属于翼手目（ｃｈｉｒｏｐｔｅｒａ）且数量仅次于啮齿类动物

·１１１·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３年１月　第１８卷第１期

Ｊａｎ．２０２３，　Ｖｏｌ．１８，Ｎｏ．１





【基金项目】 　 解 放 军 后 勤 科 研 项 目 （Ｎｏ．ＢＬＢ１９Ｊ０１７，

１９ＳＷＡＱ１９，１９ＳＷＡＱ０５４２）。

【通讯作者】　张锦海，Ｅｍａｉｌ：ａｈｏｉ＠１６３．ｃｏｍ

【作者简介】　胡　丹（１９８２），女，江西九江人，博士，副主任

医师。研究方向：传染病防控与监测。

Ｅｍａｉｌ：ｈｕｄａｎ１２３４＠１６３．ｃｏｍ



的第二大类哺乳动物，共包含１９个科９６２种，在全球范围内分

布广泛［３４］。蝙蝠具有长距离飞行的能力和夜间活动这两大显

著特征，这使得它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大规模的跨越水域，且

大部分蝙蝠是群居生活［５］，这些特征使得在野外条件下研究蝙

蝠及其携带病原体存在困难，由于这些限制，大多数关于蝙蝠

及其病毒关系的研究依赖于对蝙蝠自然种群的病毒学研究和

血清学测试。虽然目前在蝙蝠体内检测或分离到１００多种病

毒，但只有少数种类被认为对人类的健康具有严重威胁［６７］。

尽管如此，随着人类对蝙蝠栖息地的不断侵犯，以及有些农业

和畜牧业生产习惯影响，甚至是部分地区有以蝙蝠作为食物的

习俗，都导致蝙蝠病毒跨种传播的机会增加，使蝙蝠在携带和

传播病毒上起到十分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２］。

２　蝙蝠携带的几种重要病毒研究进展

２．１　冠状病毒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世界各地包括亚洲，欧

洲，非洲，美洲等大量的冠状病毒在多种蝙蝠种类体内被发现。

冠状病毒中Ａｌｐｈａ冠状病毒和Ｂｅｔａ冠状病毒感染哺乳动物，

在１５种病毒种中有７种亚类在蝙蝠体内被发现，蝙蝠被认为

是这两种病毒亚型的主要宿主并且在这两类病毒进化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８］。特别是有研究表明蝙蝠很有可能是引起

ＳＡＲＳ流行、ＭＥＲＳ流行以及ＳＡＲＳＣｏＶ２流行重要公共卫生

事件的病毒来源，使得蝙蝠携带冠状病毒备受关注。

最初在２００５年，研究发现在蝙蝠体内存在ＳＡＲＳ样冠状

病毒，这两株冠状病毒株和感染人类的ＳＡＲＳ冠状病毒同源性

达到８７％～９２％
［９１０］，随后有大量的ＳＡＲＳ样冠状病毒在中国

不同区域的菊头蝠体内被发现，但序列分析比对发现这些

ＳＡＲＳ样冠状病毒在Ｓ区域，ＯＲＦ８，ＯＲＦ３这些高突变位置和

ＳＡＲＳ冠状病毒存在差异，特别是受体分析显示这些ＳＡＲＳ样

冠状病毒蝙蝠源的Ｓ蛋白的ＲＢＤ区域不能和人的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２（ＡＣＥ２）受体相结合
［１１１２］，质疑蝙蝠源的冠状病毒并

不是ＳＡＲＳ冠状病毒的祖先。２０１３年石正丽等
［１３］报道在中国

云南采集到蝙蝠粪便组织中分离培养到活的ＳＡＲＳ样冠状病

毒 （ｂａｔＳＬＣｏＶＷＩＶ１），并且序列比对分析显示该病毒序列在

ＲＢＤ区域和感染人类ＳＡＲＳ冠状病毒同源性达到９９．９％，并

且能够利用ＡＣＥ２受体，通过５年的对同一洞穴的长期监测

显示ＳＡＲＳ冠状病毒的所有基因组成能够在该洞穴中蝙蝠来

源冠状病毒中找到，并且这些ＳＡＲＳ样冠状病毒在同一洞穴中

发生着高频重组事件［１４］，表明引发２００３年重要公卫事件来源

的ＳＡＲＳ冠状病毒是来源于蝙蝠。

在新冠疫情之初，Ｚｈｏｕ等
［１５］研究发现来自云南蝙蝠来源

的蝙蝠冠状病毒ＢａｔＣｏＶＲａＴＧ１３病毒是目前发现的基因组序

列与新冠病毒最相近的动物来源的冠状病毒。蝙蝠起源的

ＲａＴＧ１３是目前与系统发育关系密切的病毒。ＳＡＲＳＣｏＶ２可

以诱导对ＲａＴＧ１３产生强烈的交叉反应性抗体，并鉴定出一种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单克隆抗体ＣＢ６，它可以交叉中和ＲａＴＧ１３假病

毒，强调了对蝙蝠宿主携带的冠状病毒进行持续监测的重要

性，以防止冠状病毒再次外溢［１６］。史卫峰等［？］报告了来自中

国云南省的其他蝙蝠冠状病毒的发现，研究描述了２０１９年５

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期间从中国云南省一个小地理区域收集的４１１

个蝙蝠样本的元转录组学研究，该研究确定了２４个冠状病毒

基因组全长序列，包括４个新型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相关和３个

ＳＡＲＳＣｏＶ相关病毒。其中来源中华菊头蝠的病毒 ＲｐＹＮ０６

在大部分基因组中是ＳＡＲＳＣｏＶ２的近亲，尽管它具有更多样

化的刺突基因。其他３种与ＳＡＲＳＣｏＶ２相关的冠状病毒携

带一个基因上独特的刺突基因，该基因可以在体外与ｈＡＣＥ２

受体弱结合。生态模型预测了多达２３种菊头蝠蝙蝠物种的共

存，最大的连续热点从老挝南部和越南延伸到中国南部。等 在

东南亚泰国发现了一种于２０２０年６月从泰国分离的新型蝙蝠

（犚．犪犮狌犿犻狀犪狋狌狊）冠状病毒（ＲａｃＣＳ２０３），发现与此次得到的病

毒ＲｍＹＮ０２密切相关。这些研究提示，亚洲广大地区的蝙蝠

携带与ＳＡＲＳＣｏＶ２密切相关的冠状病毒，并且这些病毒的系

统发育和基因组多样性可能被低估了［１８］。

２０１２年发生在２７个国家２０９０起病例，高达３４．９％的致

死率的 ＭＥＲＳ疫情引发关注
［１９２１］，它的病原 ＭＥＲＳ冠状病毒

同样属于 Ｂｅｔａ冠状病毒并且能够利用人类的二肽基肽酶

（ｄｉｐｅｐｔｉｄｙｌ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Ｈｄｐｐ４）受体进入到细胞。关于该病毒的

宿主起源问题，从最初的单峰骆驼身上转移到蝙蝠作为该病毒

宿主起源可能的研究［２２］。从最初在我国香港地区的扁颅蝠和

日本伏翼蝠体内发现的冠状病毒ＢａｔｃｏｖＨＫＵ４和 Ｂａｔｃｏｖ

ＨＫＵ５与该病毒同源性超过９０％
［２３］，然而这两种冠状病毒中

只有ＢａｔｃｏｖＨＫＵ４能够利用 Ｈｄｐｐ４受体进入细胞，来自美国

的课题组最新鉴定的 ＢａｔｃｏｖＨＫＵ２５同样和感染人类的

ＭＥＲＳ冠状病毒同源性达到７３．９％，进一步分析表明它结合

Ｈｄｐｐ４受体的能力介于 ＨＫＵ４和 ＨＫＵ５之间，这些研究不仅

证实引发 ＭＥＲＳ疫情的 ＭＥＲＳ冠状病毒起源来源于蝙蝠，而

且表明其Ｓ蛋白结合 Ｈｄｐｐ４受体的能力也在不断的进化过程

中［２４２５］。

２．２　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特别是甲型流感一直备受关注，在

各个动物宿主中存在的病毒片段之间的重组是导致流感病毒

暴发流行的重要因素。大多数甲型流感病毒（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

ｖｉｒｕｓ，ＩＡＶ）是在水禽类动物中循环，但是那些被感染的哺乳动

物宿主被认为是传播病毒给人类的更大潜在威胁［２６］。最近，

蝙蝠才被认为是这种ＩＡＶ栖息地的一部分，在新大陆蝙蝠厄

瓜多尔黄肩蝠和中分别发现了两个系统发育上不同的ＩＡＶ谱

系，分别命名为 Ｈ１７Ｎ１０ 和 Ｈ１８Ｎ１１
［２７２９］。同样，东半球蝙蝠也

可能携带流感病毒，例如在埃及果蝠（Ｒｏｕｓｅｔｔｕｓａｅｇｙｐｔｉａｃｕｓ）中

发现的基因不同的 Ｈ９Ｎ２ 病毒
［３０］。在新旧世界蝙蝠中发现流

感病毒确实严重挑战了以前对ＩＡＶ宿主范围和系统发育的概

念。早在２０１２年，Ｃｕｉ等
［２４］首次在瓜地马拉地区的小黄肩蝠

体内通过ＲＴＰＣＲ的方法鉴定到一种新亚型流感病毒归类为

Ｈ１７Ｎ１０，尽管该病毒和已知的甲型流感病毒差异显著，在 ＨＡ

和ＮＡ基因比对显示与已知的甲型流感病毒同源性只有４５％

和２４％，但是该病毒能够与人肺细胞系Ａ５４９发生反应并高效

识别人流感（Ａ／ＷＳＮ／３３）的受体，表明其对人类感染存在潜在

威胁，并在秘鲁的平脸果蝠中同样利用ＲＴＰＣＲ的方法鉴定出

新的甲型流感病毒亚型 Ｈ１８Ｎ１１，同时以ＥＬＡＳＡ法血清学检测

该病毒在秘鲁蝙蝠中的阳性率，发现该病毒在１１０只蝙蝠中阳

性率达到５０％（５５／１１０），进化分析表明在这些地区的蝙蝠拥有

比其他哺乳动物和鸟类更多的流感病毒的遗传多样性，这就为

这些丰富的亚型之间发生重组制造新的流感疫情提供了可能。

尽管研究表明该蝙蝠来源的流感病毒的 ＮＳ１蛋白并不能像其

他流感病毒一样结合宿主的ｐ８５β受体并激活ＰＩ３Ｋ信号通路，

但蝙蝠源性的流感病毒如何和细胞相识别，能否通过基因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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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人类尚不清楚［２７］。

２．３　轮状病毒　Ａ型轮状病毒是３７致婴幼儿腹泻的重要病

原体，在５岁以下幼儿中每年致约４０００００例儿童感染并致死，

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国家。除了能感染类，ＲＶＡ在鸟类，和一

些哺乳动物中包括猫、犬、猪、牛、马等宿主中也分布广泛［３１３２］。

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发展，病毒宏基因组学在近些年广泛应用

于蝙蝠的病毒携带调查研究。２０１０年，Ｅｓｏｎａ等
［３３］在非洲肯

尼亚稻草果蝠中首次检测到轮状病毒的存在，将轮状病毒的感

染宿主扩大到了蝙蝠，并且其基因同已知病毒有很大的遗传差

异，证明蝙蝠体内的轮状病毒是一种新型的轮状病毒。Ｈｅ等

在［３３］中国云南的小蹄蝠中检测到轮状病毒，并且利用敏感细

胞 Ｍａｒｃ１４５ 首 次 分 离 得 到 蝙 蝠 轮 状 病 毒 株 ＭＳＬＨ１４。

ＭＳＬＨ１４基因片段与已知基因型有高于界值的同源性，但并非

达到很高的水平，说明其是一个重组病毒株，并且与其同源性

较高的病毒都来源于猫／犬轮状病毒，即具有感染猫犬的潜质。

之后，Ｙｉｎｄａ等
［３５３６］在巴西、喀麦隆等地蝙蝠体内检测到轮状

病毒并成功分离。２０１７年，Ｈｅ等
［３７］在云南、广西和广东首次

使用血清学方法—间接免疫荧光对蝙蝠体内的轮状病毒进行

筛查，该方法对于抗体检测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对核酸ＲＮＡ的

检测。并且分离得到４株轮状病毒株，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ＬＺＨＰ２株与轮状病毒株 Ｍ２１０２高度同源，其 ＶＰ７、ＶＰ４、

ＶＰ６、ＮＳＰ３和 ＮＳＰ４基因节段与轮状病毒株相应片段具有

９５％到９８％相似度，证明其存在跨种传播给类的潜在可能性。

２．４　星状病毒　星状病毒科包括禽星状病毒和哺乳动物星状

病毒属，星状病毒既可感染，也可感染牛、羊、猪、狗、鹿、火鸡、

鸭、鼠等多种动物，导致不同程度的胃肠炎。自１９７５年星状病

毒首次在腹泻患儿粪便标本中检出后，目前根据国际病毒分类

委员会分类，星状病毒属可分为３个亚种，其中１９种哺乳动物

病毒，在许多家畜，包括蝙蝠，以及类中都有广泛的地理分布。

大多数由星状病毒引起的感染被认为是无症状的，但是，取决

于受影响的物种，受影响的宿主的年龄和免疫状态，感染也可

能引起腹泻，肝炎、肾炎甚至脑炎等症状。蝙蝠中，星状病毒多

见于明显健康的动物［３８］。自２００８以来，已经发现越来越多的

蝙蝠物种携带有明显的流行性和多样性的星状病毒，虽然没有

数据可以统计出世界范围内的蝙蝠的星状病毒携带率，但是根

据已有的数据可以得出近１／３的蝙蝠种类携带星状病毒
［３９］。

Ｚｈｕ等
［４０］利用ＰＣＲ法首次从９种不同的表明健康的食虫类蝙

蝠直肠拭子中扩增出星状病毒的序列，他们发现在一年中不同

时间蝙蝠的新鲜粪便中的星状病毒序列的检出率高达５４％并

且这些序列显示出高度的遗传多样性。尽管星状病毒的检出

率受检测方法和检测的种类影响，但是Ｌａｃｒｏｉｘ等通过检测来

自柬埔寨和老挝１８７６只不同种类的蝙蝠，总体来看星状病毒

在蝙蝠体内的检出率要高于在啮齿类动物中的检出率，且在

Ｍｙｏｔｉｓ蝙蝠中阳性检出率最高
［４１］。在中国，Ｈｕ等

［４２］利用类

似的方法在５００只样本中检出阳性率达到４４．８％，并发现在相

比于不同地点，不同蝙蝠种类中检出率差异更加显著。在３２１

只蝙蝠中进行检测发现，阳性检出率在５５只长翼蝠中最高达

到３６．３。然而星状病毒在欧洲的检出率相对较低，尽管如此在

特定的蝙蝠种类中星状病毒表现出高检出率，包括长翼蝠

（８０％），水鼠耳蝠（６４％）和纳氏鼠耳蝠（４０％）
［４３］。

２．５　狂犬病毒（Ｌｙｓｓａｖｉｒｕｓ）　狂犬病病毒为弹状病毒科

（Ｒｈａｂｄｏｖｉｒｉｄａｅ）狂犬病毒属（Ｌｙｓｓａｖｉｒｕｓ），是一种古老的兽共

患病病毒。根据报道在狂犬病毒属１４个成员中，除了 Ｍｏｋｏｌａ

ｖｉｒｕｓ（ＭＯＫＶ）和ＩｋｏｍａＬｙｓｓａｖｉｒｕｓＩＫＯＶ），蝙蝠被认为是余下

的１２种病毒成员的自然宿主
［４４］。在美洲，蝙蝠是狂犬病毒的

主要宿主。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７年期间美国发生的２０例原发性狂

犬病病例中有１７例与蝙蝠暴露有关。有研究者对２０１６年到

２０１７年间采集的２９２８只蝙蝠标本进行检测，结果表明狂犬病

毒的阳性率在６％（１７６只阳性），并且在大棕蝠中的阳性检测

率最高［４５］。欧洲蝙蝠狂犬病病例主要和欧洲蝙蝠狂犬病病毒

１型（ＥＢＬＶ１）和欧洲蝙蝠狂犬病病毒２型（ＥＢＬＶ２）两种病毒

有关，在１９７７年到２０１６年期间，共有１１８３例蝙蝠携带狂犬病

毒被报道，在这些被报道的病例中８０％来自于荷兰（３３％），德

国（２７％），丹麦（２１％）这３个国家，而这其中的大多数（９７％）

病毒归为ＥＢＬＶ１。ＥＢＬＶ１的宿主主要为大棕蝠和褐黄蝠，

目前至少发生两起确认的ＥＢＬＶ１跨种感染类引起狂犬病的

发生事件。尽管在美洲和欧洲蝙蝠作为狂犬病毒的主要宿主，

且分离得到的狂犬病毒的种类越来越多，但是作为狂犬病重灾

区的我国，狂犬病病犬和病猫为狂犬病的最主要的传染源，极

少有蝙蝠狂犬病报道，最早在２００２年有报道在吉林省１名电

视台工作员耳朵被蝙蝠咬伤后，患者出现狂犬病的临床特征，

由于疫情报道不及时，未能分离到病毒。Ｆｅｎｇ等
［４６４７］在白腹

管鼻蝠的脑内分离到１株小鼠致死性病毒，基因序列比对显

示，该毒株的氨基酸序列与首次分离自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的分

离株ＩＲＫＶ（分离自白腹管鼻蝠）一致性为９２．４％，与俄罗斯远

东地区的分离自因蝙蝠抓伤而感染死亡的人脑组织分离株

Ｏｚｅｒｎｏｅ一致性为９８．９％，而与其他狂犬病毒种的一致性仅为

７０％７９．２％。造成我国蝙蝠携带狂犬病毒携带率低的可能由

于对于野生动物如蝙蝠的监测体系不够完善，也可能是我国的

蝙蝠种类对于狂犬病毒的携带率较低。

２．６　埃博拉病毒　埃博拉病毒属丝状病毒科，由于其能引发

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产生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有很高的

死亡率，从而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２０１４年在西非爆

发的埃博拉疫情造成感染病例（包括疑似病例）达１９０３１人，其

中死亡人数达到７３７３人，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纷纷向该地

区实行国际援助，该疫情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４８４９］。关于该病毒的宿主研究备受关注，早在２００５年Ｔａｎｇ

等［４７］提出果蝠可作为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他们在包括６７９

只蝙蝠、２２２只鸟和１２９只小型陆生脊椎动物进行埃博拉病毒

的检测，结果表明在锤头果蝠（４／２１阳性）、富氏饰肩果蝠（５／

１１７阳性）和小领果蝠４／１４１阳性）脾脏和肝脏组织中检测到埃

博拉病毒的核酸证据，再锤头果蝠（４／１７阳性）、富氏饰肩果蝠

８／１１７阳性）和小领果蝠（４／５８阳性）的血清中检测到埃博拉病

毒的血清抗体。随后在非洲果蝠和菲律宾抱尾果蝠的蝙蝠血

清中都有检测到阳性结果［５０５１］，在Ｙｕａｎ等
［５２］对８４３只蝙蝠进

行了血清学的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表明总的阳性检出率为３２／

８４３（３．８％），其中在大翼手亚目蝙蝠中的检出率最高，果蝠中

的检出率为８．７３％（１１／１２６）而短吻果蝠中检出率为１００％（２／

２），更为重要的是有实验表明埃博拉病毒能够在北非果蝠来源

的Ｒ０６Ｅ细胞系中增殖，而野外感染病毒的蝙蝠大部分并没有

发病的症状，说明蝙蝠在该病毒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５３５４］。

２．７　其他重要病毒　尼帕病毒（ＮＩＶ）是一种重要的人兽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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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病毒，１９９８年首次在马来西亚被发现，当时导致了猪群出现

呼吸道疾病和人类脑炎的爆发，尼帕病毒和亨德拉病毒被归为

一个新的单独种属，属于副粘病毒科［５５］。血清学显示在疾病

爆发区域一些动物例如狗，猫和小马的血清中有特异的抗尼帕

病毒抗体，而野猪，野外狩猎的啮齿动物的血清学检测都为阴

性［５６］。研究表明在对１４个种群的蝙蝠的血清学研究中，小狐

蝠和大狐蝠这两种果蝠血清检测率为３１％和１７％。同时尼帕

病毒在狐蝠的尿液中和他们吃的水果中检测到，序列分析显示

检测的新病毒序列和感染猪类和人类的病毒核酸基本相同（５６

ｎｔ差异）
［５７５８］。在狐蝠中再次分离到和感染人类的尼帕病毒序

列相近的病毒（９８ｎｔ差异），这些血清学证据和病毒分离证据

都表明果蝠可以作为尼帕病毒的天然宿主［５９６０］。亨德拉病毒

（Ｈｅｎｄｒａｖｉｒｕｓ，ＨｅＶ）于１９９４年在澳大利亚首次被发现，它在

马和人群中引起严重的呼吸道和神经系统疾病［６１］。随后展开

多项针对病原宿主的研究包括对２４１１匹马和来自４６种动物

的５２６４份血清进行了 ＨｅＶ 抗体的尖刺，检测结果都为阴

性［６２］。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指出，果蝠有可能是该病原的天然

宿主，２２４份果蝠血清样本中有２０份含有 ＨｅＶ 特异性抗

体［６３］。直到２０００年 Ｈａｌｐｉｎ等
［６４］从４６０只果蝠中的两只的尿

液和肺组织中分离到３株病毒，并且核酸测序结果表明该病毒

正是 ＨｅＶ。ＨｅＶ的分离、血清学和流行病学证据表明果蝙蝠

是澳大利亚 ＨｅＶ的天然宿主。马尔堡病毒同样也在蝙蝠中存

在［６５］，实验证实病毒能够在埃及蝙蝠丢弃的水果中存在长达６

ｈ
［６６］。

３　小结

随着人们对蝙蝠传播的病毒关注，以及现代检测技术的提

高，人们不断地从世界各地的蝙蝠中检测或分离出新的病毒。

近年来，病毒宏基因组学的发展，可以为蝙蝠病毒多样性研究

多种视角［６７６９］。迄今为止，在蝙蝠中检测到的病毒可分为多达

２２个科，其中许多是新病毒。这些新型病毒中的许多对人类的

致病性尚不清楚，需要进一步努力确定它们对人类的潜在威

胁。此外，在更多的蝙蝠物种中也检测到先前已知的蝙蝠传播

的病毒，并且这些病毒的地理分布也在扩大。随着人类活动与

蝙蝠的栖息地日益重叠，蝙蝠传播的病毒引起的新出现的传染

病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然而，关于蝙蝠传播的病毒的暂时载

体、病毒免疫耐受的机制、病毒脱落的途径、病毒能存活时间及

感染蝙蝠病毒的人或中间动物感染的危险因素等系列问题仍

然需要深入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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