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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比多尔（ａｒｂｉｄｏｌ）是前苏联药物化学研究中心研制

的非核苷类抗病毒药物，于１９９３年在俄罗斯首次上市［１］，

在俄罗斯用于治疗流行性感冒（流感）已有多年［２］。目前，

阿比多尔的疗效已经得到国际专家的认可和青睐，俄罗斯

联邦健康保健会及发展部已将此药列为医生无偿医疗救助

的处方药和急救机关必备的药物品种，并且已经在日本和

欧洲一些国家上市，在中国亦已获准上市。

阿比多尔具有广谱抗病毒活性。近年来的研究［３～６］表

明，阿比多尔对多种病毒包括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

（ＲＳＶ）、副流感病毒、人鼻病毒、柯萨奇病毒（ＣＶ）、腺病毒

（ＡＤＶ）、非典型性肺炎病毒 （ＳＡＲＳＣｏＶ）、汉坦病毒

（ＨＴＮＶ）、丙肝病毒（ＨＣＶ）和乙肝病毒（ＨＢＶ）等均具有抑

制作用。近年来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都表明，阿比

多尔在流感病毒和其他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预防和治疗

方面均有明显的作用，是有应用前景的抗病毒药物之一。

１　阿比多尔的药理学特点

　　阿比多尔的化学名为６溴４（二甲氨甲基）５羟基１

甲基２（苯硫甲基）１Ｈ吲哚３羧酸乙酯盐酸盐水合物，

具有独特的药理作用和良好的安全性。其作用机制主要是

通过激活体内２，５寡聚腺苷酸合成酶（抗病毒蛋白），特异

性抑制病毒脂质囊膜与宿主细胞膜的接触、黏附及融合，并

阻断病毒基因穿入细胞核，从而抑制病毒 ＤＮＡ和 ＲＮＡ合

成。此外，阿比多尔还可诱导 ＩＦＮ产生，具有免疫调节作

用。体内外试验表明［７］，阿比多尔对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具有明显的激活作用，对迟发型超敏反应和宿主抗移植反

应等细胞免疫功能以及对环磷酰胺所致免疫低下小鼠的体

液免疫功能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国内亦有研究［８］表

明，正常小鼠口服阿比多尔后可诱导ＩＦＮ的产生，在给药后

１８ｈ达高峰，并可增强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促进正常

和免疫低下小鼠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增强其体液免疫和

细胞免疫功能。

有学者分别用阿比多尔１００、３５０和１２００ｍｇ·ｋｇ－１·

ｄ－１对大鼠进行连续４周的长期毒性实验，发现１００和３５０

ｍｇ·ｋｇ－１·ｄ－１组大鼠的一般状况、体重、进食量、血液学、

血液生化指标、脏器重量系数和组织病理学等各项指标均

无明显改变，而１２００ｍｇ·ｋｇ－１·ｄ－１组对大鼠生长有可逆

性抑制作用 ［９］。国外资料［１０］显示，大鼠和豚鼠以１００～

１２５ｍｇ·ｋｇ－１·ｄ－１分别口服 ２和 ６个月；兔以 ５０ｍｇ·

ｋｇ－１·ｄ－１口服２个月和狗以２５ｍｇ·ｋｇ－１·ｄ－１口服 ６个

月，对其一般状况和临床生化检测等均无明显影响，未出现

明显毒性反应。另外，ＳＤ大鼠予阿比多尔２００、４００和８００

ｍｇ·ｋｇ－１·ｄ－１为期 ４周的治疗发现［１１］，除在 ８００ｍｇ·

ｋｇ－１·ｄ－１组雌、雄鼠和４００ｍｇ·ｋｇ－１·ｄ－１组雌鼠出现立

毛外；８００ｍｇ·ｋｇ－１·ｄ－１组大鼠体重不增、肝脏增大等治

疗相关不良反应在停药２周后恢复正常。组织病理学检查

显示由于局部刺激出现治疗相关性胃部充血改变，在经相

应药物治疗２周后恢复正常。其他一般状况、体重、进食

量、血液生化检查以及尸检、器官重量和组织病理学等方面

则无明显变化。上述研究表明，阿比多尔的安全性较高，毒

性低。

中国一项双盲 ＲＣＴ研究显示［１２］，男性健康受试者口

服阿比多尔２００ｍｇ，Ｔｍａｘ为０．６３ｈ，ｔ１／２为６．１ｈ。通过ＨＰＬＣ

法对口服阿比多尔３００ｍｇ的受试者尿液分析发现的１７种

代谢产物中，主要代谢产物为葡糖醛苷酸阿比多尔和葡糖

醛苷酸亚磺酰基阿比多尔［１３］。中国２项双盲 ＲＣＴ研究均

表明［１４，１５］，阿比多尔治疗流感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安全

性和耐受性良好。

２　阿比多尔的抗病毒作用及其机制

２．１　抗流感病毒　全世界每年有１０％的人口，即约５亿

人感染流感病毒［１６］。流感病毒是一种有包膜的负链 ＲＮＡ

病毒，其外层包膜嵌有３种蛋白：神经氨酸酶（ＮＡ）、植物血

凝素（ＨＡ）和基质蛋白 Ｍ２。ＮＡ和 ＨＡ是流感病毒表面的

２个高度保守的膜蛋白，在病毒复制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阿比多尔的作用机制是抑制 ＨＡ介导的膜融合作用。

Ｌｅｎｅｖａ等［１７］对阿比多尔耐药病毒变异株的研究表明，ＨＡ２

亚基的单个氨基酸替换会使阿比多尔抑制膜融合的作用减

弱，因此进一步确认其作用位点位于 ＨＡ２亚基。近年来，

国内外研究表明，阿比多尔对 Ｈ１Ｎ１、Ｈ２Ｎ２、Ｈ３Ｎ２、Ｈ９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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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６Ｎ１和Ｈ５Ｎ１病毒均有抑制作用［２，３，１８～２０］。

阿比多尔可抑制甲型、乙型和丙型流感病毒，是目前抗

丙型流感病毒的唯一药物。体外实验应用阿比多尔对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病毒药效学研究［１８］发现，在病毒感染细胞的前、

中和后期分别添加阿比多尔，各组对流感病毒增殖的抑制

率无明显差异，表明阿比多尔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抑制流感

病毒，不仅阻止病毒的吸附与穿入，而且抑制吸附于细胞表

面和进入细胞内的病毒。体内实验也表明，阿比多尔可减

少流感病毒感染小鼠的肺部炎性渗出，对小鼠流感病毒感

染性肺炎有明显的治疗作用。Ｌｅｎｅｖａ等［１９］研究显示，阿比

多尔和利巴韦林在体外培养的 ＭＤＣＫ细胞中（ＩＣ５０＝２８～

５０μｇ·ｍＬ－１）可抑制各种甲型流感病毒，包括耐金刚烷胺

和奥司他韦的变异病毒株以及乙型流感病毒。阿比多尔和

利巴韦林（ＩＣ５０＝１．５～４．０μｇ·ｍＬ
－１）也可抑制流感病毒

Ａ／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０４／２００９ （Ｈ１Ｎ１）、 Ａ／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０７／２００９

（Ｈ１Ｎ１）和Ａ／Ｍｏｓｃｏｗ／０１／２００９（Ｈ１Ｎ１）ｓｗｌ病毒株的复制，

而金刚烷胺则无此作用。小鼠实验表明，阿比多尔和金刚

烷胺在病毒感染前 ９６ｈ预防应用效果最显著，可防止

４０％～５０％的动物死亡以及体重降低，并且使其存活率提

高１．３～１．５倍，两者相比无明显差异。俄罗斯的一项动物

实验证明［２０］，与安慰剂组相比，口服阿比多尔可降低小鼠

肺组织内病毒感染滴度，使体重保持正常，并降低死亡率，

延长平均寿命。

中国一项双盲多中心ＲＣＴ研究［１４］显示，阿比多尔２００

ｍｇ，口服，每天３次，共５ｄ，治疗流感，其疾病持续时间中

位数（７２ｈ）明显低于对照组（９６ｈ），病情缓解率高于对照

组。提示在流感发病后早期使用阿比多尔可以缩短病程，

减轻症状严重程度。另一项研究［１５］表明，阿比多尔和利巴

韦林治疗流感的总有效率分别为９１．７％和８２．９％，两组有

效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２００４年，俄

罗斯对服役军人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２１］，预防性应用阿比

多尔可以减少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还可减少病毒和细菌

混合性肺炎的发生率。同时该研究指出，阿比多尔不能降

低细菌性肺炎（多为肺炎球菌肺炎）的发生率。２００９年，在

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发现的一种新的流感病毒，与猪 Ａ／ＩＩＶ

Ｍｏｓｃｏｗ／０１／２００９（Ｈ１Ｎ１）ｓｗｌ株相似，在 ＭＤＣＫ细胞和鸡胚

胎中分离出该病毒，血凝素效价为１∶８～１∶１６ＡＥ，阿比多尔

对这一新的流感病毒也敏感［２２］。

２．２　抗ＲＳＶ　ＲＳＶ是有包膜的非分节段单链负股ＲＮＡ病

毒，属副黏病毒科肺炎病毒属，是引起婴儿病毒性肺炎的重

要病原体。阿比多尔抑制 ＲＳ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直接杀

伤病毒和抗病毒生物合成［２３］，而且随着药物与细胞预先作

用时间的延长，该细胞抗 ＲＳＶ感染的能力增强，治疗指数

增大。孙慧等［２４］在体外培养Ｈｅｐ２细胞的研究表明，阿比

多尔４０μｇ·ｍＬ－１即显示出抗 ＲＳＶ作用，病毒感染细胞的

细胞病变效应（ＣＰＥ）抑制率达２５％以上。与金刚烷胺和

利巴韦林相比，阿比多尔表现出更强的抑制ＲＳＶ效应。何

静等［２５］研究表明，阿比多尔在体外能明显抑制 ＲＳＶ引起

的ＣＰＥ效应，对病毒的抑制作用随药物浓度的增加而增

强，认为阿比多尔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发挥抗 ＲＳＶ作用，该

研究提出阿比多尔可以作为防治 ＲＳＶ感染的药物，但需要

进一步的体内研究证实。而目前关于阿比多尔抗 ＲＳＶ临

床应用方面的研究尚未见相关报道，对于其抗 ＲＳＶ的具体

机制和临床疗效仍需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２．３　抗ＨＣＶ　ＨＣＶ是一个有包膜的单股正链ＲＮＡ病毒，

与其他有包膜病毒一样，ＨＣＶ首先通过其包膜糖蛋白与一

系列细胞膜共受体相互作用，形成内吞体，由于胞内体和个

别脂类胆固醇的酸化作用，细胞内ｐＨ值下降（从６．３降至

５．０），进而出现膜融合，释放病毒基因组于细胞质内，启动

病毒复制过程［２６］。

体外实验显示［４］，阿比多尔可以预防性治疗 ＨＣＶ感

染，抑制ＨＣＶ复制。阿比多尔应用２周后，ＨＣＶ蛋白表达

和ＲＮＡ水平均有所降低，并且在药物移除后未出现反弹效

应。阿比多尔抗ＨＣＶ的机制可能是通过提高宿主细胞内

的ｐＨ值，使病毒不能完成膜融合释放病毒基因组，从而有

效抑制病毒感染。此外，阿比多尔可抑制ＩＦＮβ转录，且呈

剂量依赖性，表明阿比多尔抑制ＨＣＶ复制并不依赖于激活

固有的抗病毒信号途径（ＩＦＮ信号通路），而是对病毒细胞

膜相互作用的直接效应。此外，Ｐéｃｈｅｕｒ等［２７］指出，阿比多

尔可以剂量依赖方式抑制基因型１ａ、１ｂ和２ａ的 ＨＣＶ假病

毒（ＨＣＶｐｐ）进入细胞，抑制ＨＣＶ膜融合过程；对基因型１ａ

ＨＣＶｐｐ的膜融合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体外生化研究显示，

阿比多尔的类脂膜亲和力和不同基因型 ＨＣＶ糖蛋白的主

要序列相互作用水平与其抗 ＨＣＶ活性有关。阿比多尔通

过抑制ＨＣＶｐｐ介导的膜融合来抑制不同基因型ＨＣＶｐｐ感

染细胞，这种抑制作用在ｐＨ值为酸性（阿比多尔与细胞膜

作用的最佳环境）情况下最显著。该研究提出，阿比多尔

主要通过改变细胞膜趋向性而抑制ＨＣＶ进入细胞，抑制病

毒与细胞膜融合和病毒复制过程等环节发挥抗ＨＣＶ作用。

２．４　抗ＨＴＮＶ　ＨＴＮＶ是一类有包膜分节段的负链 ＲＮＡ

病毒，可引起ＨＴＮＶ肺综合征（ＨＰＳ）或 ＨＴＮＶ肾综合征出

血热（ＨＦＲＳ）。阿比多尔可改变细胞内环境抑制 ＨＴＮＶ的

扩增。Ｄｅｎｇ等［２８］的研究提示，在 ＨＴＮＶ感染前后添加阿

比多尔，其ＩＣ５０分别为０．９和１．２μｇ·ｍＬ
－１，ＳＩ为１７．４和

１３．０，表明阿比多尔对ＨＴＮＶ具有很高的抗病毒活性，可减

轻感染组织病理学改变，降低病毒载量和病毒抗原水平，并

且可以调节血清ＴＮＦα水平。

在体外培养的Ｖｅｒｏ细胞中，阿比多尔不仅可阻断病毒

颗粒的细胞吸附，而且可抑制感染晚期的病毒复制，发挥持

久的抗病毒效应。体内研究表明，阿比多尔可以抑制病毒

在体内复制，并且在不同器官的抑制效率不同，可能是由于

阿比多尔在组织分布不同以及 ＨＴＮＶ组织嗜性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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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染后４ｄ的动物体内未检测到病毒ｍＲＮＡ或感染性病

毒颗粒，表明ＨＴＮＶ在体内的复制水平已经很低，进一步说

明阿比多尔抗ＨＴＮＶ的效果显著。

２．５　抗ＣＶ　ＣＶ是单股正链的小 ＲＮＡ肠病毒，是一种常

见的经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的肠道病毒。目前已知 ＣＶ有

３０个血清型，根据病毒对乳鼠的致病特点及对细胞的敏感

性不同，将病毒分为Ａ和Ｂ组，其中Ａ组有２４个血清型，Ｂ

组有６个血清型。研究显示［２９］，阿比多尔可以阻止柯萨奇

病毒Ｂ５（ＣＶＢ５）致Ｈｅｐ２细胞病变的效应，在ＣＶ感染时或

感染后加入阿比多尔，ＩＣ５０分别为２．６６和６．６２μｇ·ｍＬ
－１。

ＲＴＰＣＲ检测结果也显示，阿比多尔可降低感染宿主细胞

中ＣＶＢ５ＲＮＡ水平。研究者提出，阿比多尔抗 ＣＶＢ５的作

用机制不仅是阻断病毒颗粒吸附细胞，而且阻止感染后期

的病毒复制，从而发挥持久的抗病毒效应。有研究表明，小

鼠感染 ＣＶＢ５后有循环衰竭症状，并且在心脏和肺脏有病

毒复制的证据。感染后给予口服阿比多尔５０ｍｇ·ｋｇ－１·

ｄ－１，连续６ｄ，可明显提高感染小鼠的存活率，减少心肺组

织中病毒的产生和释放，减轻心肺病理学异常改变。熊海

蓉等［３０］研究表明，阿比多尔可明显抑制 ＣＶＢ３致 ＣＰＥ效

应，降低培养上清中的病毒滴度，病毒抑制率与药物浓度之

间存在量效关系；与利巴韦林相比，阿比多尔抗ＣＶＢ３的作

用优于利巴韦林。

综上所述，对阿比多尔敏感的病毒包括 ＲＮＡ和 ＤＮＡ

病毒，有包膜和无包膜病毒，ｐＨ依赖和不依赖性病毒，表明

阿比多尔均具有广泛的抗病毒活性。同时，阿比多尔抗病

毒活性研究结果提示［４］，抗病毒环节主要定位于病毒复制

周期的早期———病毒与细胞相互作用阶段。Ｓｈｉ等［３］研究

显示，阿比多尔对有包膜的病毒比无包膜的病毒敏感，可明

显抑制甲型流感病毒和ＲＳＶ的活性；而对无包膜的病毒包

括人鼻病毒１４型（ＨＲＶ１４）、ＣＶＢ３和ＡＤＶ７的抑制活性较

差。针对ＲＮＡ病毒如甲型流感病毒、ＲＳＶ、ＨＲＶ１４和ＣＶＢ３

等，在感染前、中和后期分别添加阿比多尔，其 ＩＣ５０从２．７

升至１３．８μｇ·ｍＬ－１；而对于 ＤＮＡ病毒 ＡＤＶ７，则表现出

选择性抗病毒效应，仅在感染后添加药物时其治疗指数

（ＴＩ）为５．５。此外，体外实验证明，阿比多尔在 ＳＡＲＳ病毒

感染ＧＭＫＡＨ１细胞的早期病毒复制过程中发挥直接抗

病毒效应［５］，其具体机制及临床应用还需进一步研究。

３　阿比多尔的临床应用

　　阿比多尔用于防治流感和其他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的

优点在于：①对甲型、乙型和丙型流感病毒都有效；②兼具

治疗和预防作用；③兼有诱导ＩＦＮ产生等免疫增强作用；④
口服使用方便；⑤毒性低、耐受性好。苏欣等［３１］研究表明，

阿比多尔治疗急性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结束时与利巴韦林

的临床症状控制率（９７．５％ ｖｓ７８．８％）和有效率（１００％ ｖｓ

９０．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疗效优于利巴韦林，而

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６．１％和３．０％，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王孟昭等［１４］通过２３２例流感患者的临床研究提示，在

流感发病早期使用阿比多尔可缩短病程，减轻症状，其安全

性和耐受性较好，主要不良反应为消化道症状和血清转氨

酶升高。Ｋｏｌｏｂｕｋｈｉｎａ等［３２］进行的一项重组 ＩＦＮα２β
（Ｗｉｆｅｒｏｎ）和阿比多尔治疗流感患者的双盲对照研究发现，

在流感发病２４～３６ｈ用药，两种药物均可减少流感患者的

持续发热、中毒和卡他症等发生率，还具有免疫调节功能。

Ｖａｓｉｌ＇ｅｖ等［３３］在成人流感患者中进行的双盲ＲＣＴ研究也表

明，阿比多尔和人重组ＩＦＮα（Ｖｉｆｅｒｏｎ）可减轻流感的发热、

中毒症状和卡他症等临床症状。此外，阿比多尔还可降低

流感患者感染后并发症和原有慢性疾病加重的发生率［７］。

俄罗斯的阿比多尔药品说明书显示，阿比多尔可用于

成人和２岁以上儿童，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甲型、乙型流感

和其他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在流感和其他严重呼吸道病

毒感染流行期间，服用阿比多尔可减少７．５倍的感染风险。

中国卫生部在２０１０年发布的“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诊疗方案”

中亦推荐阿比多尔为备选的抗病毒药物之一［３４］。１９９８年，

俄罗斯的一项研究表明［３５］，在儿童急性病毒性上呼吸道感

染早期使用阿比多尔疗效显著，可缩短发热期，减轻中毒症

状和降低病毒分离率，且未见报道有不良反应发生。该研

究指出，阿比多尔对于机体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及病毒抗体

的产生均无抑制效应，相反具有免疫激活作用。

乌克兰学者［３６］对６８例６～１５岁流感或其他呼吸道病

毒感染患儿进行阿比多尔治疗的 ＲＣＴ研究显示，阿比多尔

可减少一般中毒症状和卡他症的发生，阿比多尔治疗组未

见并发症，患儿预后良好。同时对１５６例６～１２岁健康儿

童进行预防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研究表明，阿比

多尔可减少儿童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发生率（减

少１２％～３３％），缓解疾病病情（６％ ～２２％），阿比多尔组

未见并发症发生。该研究提示，阿比多尔治疗流感及其他

呼吸道病毒感染有效且安全，不仅可降低病毒感染的发生

率，也可缓解病情，减少并发症；还建议阿比多尔可广泛应

用于儿童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预防。

此外，俄罗斯医科大学、俄罗斯儿童传染病院、莫斯科

公共卫生委员会和儿童医院门诊部联合对５００例 ＞６岁儿

童进行的临床研究亦表明，阿比多尔可防治其他呼吸道病

毒感染，明显控制儿童呼吸系统感染，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同时，阿比多尔对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其他呼吸道病

毒感染患儿也有防治作用［３７］。而对于免疫力低下的老年

人群，使用阿比多尔后可升高已降低的 ＣＤ４＋／ＣＤ８＋水平，

提示对流感病毒性疾病有预防作用［３８］。

阿比多尔为口服制剂，每粒１００ｍｇ。俄罗斯国家药品

说明书推荐的用法用量：２～６岁每次５０ｍｇ，～１２岁每次

１００ｍｇ，＞１３岁及成人每次２００ｍｇ，每天３次，服用３～５

ｄ。预防用法：流感流行期每３ｄ服１次，连服３周；接触流

·０１３· ＣｈｉｎＪＥｖｉｄＢａｓｅｄＰｅｄｉａｔｒ　Ｊｕｌｙ２０１１，Ｖｏｌ６，Ｎｏ４



感患者的高危人群每天服１次，连服２周。

４　小结与展望

　　自２００９年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全球大流行以来，针对

流感病毒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研究更加得到各方重视。迄

今已应用于临床的抗流感病毒化学药物包括核苷类（如利

巴韦林）、金刚烷胺类、ＮＡ抑制剂和病毒受体阻断剂等。

其中，口服核苷类抗病毒药用于预防和治疗甲型流感效果

不明显；金刚烷胺类仅对甲型流感有效；ＮＡ抑制剂是一类

新上市的、目前临床上应用较广的、并对甲乙型流感病毒均

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但价格昂贵，且在老年人、儿童及高危

患者的使用经验不足。这些药物在临床使用中均有不同程

度的不良反应，并易产生耐药毒株。因此，亟待开发高效、

低毒和广谱的抗病毒药物。

阿比多尔是一种广谱抗病毒药，对各型流感病毒均有

明显抑制作用。同时具有诱导内源性ＩＦＮ产生等增强免疫

功能的作用。目前，阿比多尔在中国获批的适应证主要是

由甲型、乙型流感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甲型Ｈ１Ｎ１流

感亦在此范围内。国内外多年临床试验和应用证实，阿比

多尔安全性好，不良反应轻微，尚未发现耐药毒株［２，１４，１５］。

与ＮＡ抑制剂相比，阿比多尔的生产成本较低，价格便宜，

易被广大患者接受，具备良好的应用前景。

阿比多尔对其他一些病毒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大多来

源于体外和动物实验，对其抗病毒机制和临床应用尚待进

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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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２００８，４３（８）：１０９９１１０９

［１４］ＷａｎｇＭＺ（王孟昭），ＣａｉＢＱ，ＬｉＬ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ａｒｂｉｄｏｌ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ｃｔ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ｅ（中国医科科学院学报），２００４，
２６（３）：２８９２９３

［１５］ＬｉｕＨＢ（刘 宏 博），ＱｕＷＸ，ＬｉＳＱ，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ａｒｂｉｄｏｌ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ｔａｂｌｅｔｉｎ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中国
临床药理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２（６）：４０３４０５

［１６］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２００４）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２００３／ｆｓ２１１／ｅｎ／

［１７］ＬｅｎｅｖａＩＡ，ＲｕｓｓｅｌｌＲＪ，ＢｏｒｉｓｋｉｎＹＳ，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ａｒｂｉｄｏ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ｍｕｔａｎｔｓ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ｖｉｒｕ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ｂｉｄｏｌ．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Ｒａｓ，
２００９，８１（２）：１３２１４０

［１８］ＪｉｎＹＱ（靳玉琴），ＳｕｎＦ，ＺｈａｎｇＳＱ，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ｂｏｕ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ａｒｂｉｄｏｌ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中国药理学通
报），２００４，２０（１０）：１１５０１１５２

［１９］ＬｅｎｅｖａＩＡ，ＦｅｄｉａｋｉｎａＩＴ，ＥｒｏｐｋｉｎＭｌｕ，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ｎ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ｇｅｎｔｓｉｎｃｅｌ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ＶｏｐｒＶｉｒｕｓｏｌ，２０１０，５５（３）：１９２７

［２０］ＺａｒｕｂａｅｖＶＶ，ＧａｒｓｈｉｎｉｎａＡＶ，ＫａｌｉｎｉｎａＮＡ，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Ｉｎｇａｖｉｒｉｎ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ｔｈ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ｄｕｅｔ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ｖｉｒｕｓＢｉｎａｌｂｉｎｏｍｉｃｅ．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Ｋｈｉｍｉｏｔｅｒ，２０１０，５５
（３４）：８１１

［２１］ＳｈｕｓｔｅｒＡＭ，ＳｈｕｍｉｌｏｖＶＩ，ＳｈｅｖｔｓｏｖＶＡ，ｅｔａｌ．Ａｒｂｉｄｏｌｕｓｅｄｉｎ
ｔｈｅ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ｖｉ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ｅｎ．ＶｏｅｎＭｅｄＺｈ，２００４，３２５（９）：４４
４５

［２２］Ｌ＇ｖｏｖＤＫ，ＢｕｒｔｓｅｖａＥＩ，ＰｒｉｌｉｐｏｖＡ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２４Ｍａｙ，２００９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ＩＩＶＭｏｓｃｏｗ／０１／２００９（Ｈ１Ｎ１）ｓｗｌｓｔｒａｉ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ｓｗｉｎｅＡ（Ｈ１Ｎ１）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ｖｉｒｕ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ｏｓｃｏｗ
ｃａｓ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ｏｎＭａｙ２１，２００９，ａｎｄｉ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ｒｕｓｅｓ（ＳＣＶＮｏ．２４５２ｄａｔｅｄＭａｙ２４，２００９）．
ＶｏｐｒＶｉｒｕｓｏｌ，２００９，５４（５）：１０１４

［２３］ＬｅｎｅｖａＩＡ，ＳｏｋｏｌｏｖａＭＶ，ＦｅｄｉａｋｉｎａＩＴ，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ｄｒｕｇ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ｃｙｔｉａｌｖｉｒｕｓｂｙｅｎｚｙｍｅ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ＶｏｐｒＶｉｒｕｓｏｌ，２００２，
４７（２）：４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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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ＳｕｎＨ（孙慧），ＹａｎｇＺＱ，ＸｉａｏＨ，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Ａｒｂｉｄｏｌ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ｎｃｙｔｉａｌｖｉｒｕｓ．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华西药学杂志），
２００４，１９（６）：４２７４２９

［２５］ＨｅＪ（何静），ＹａｎｇＺＱ，ＳｈｉＬＱ，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ａｒｂｉｄｏｌ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ｎｃｙｔｉａｌｖｉｒｕｓｉｎｖｉｔｒｏ．
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
２００６，２７（１）：６９７１

［２６］ＢａｒｔｏｓｃｈＢ，ＣｏｓｓｅｔＦＬ．Ｃｅｌｌｅｎｔｒｙ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 ｖｉｒｕｓ．
Ｖｉ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３４８（１）：１１２

［２７］ＰéｃｈｅｕｒＥＩ，ＬａｖｉｌｌｅｔｔｅＤ，ＡｌｃａｒａｓＦ，ｅｔａ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ｂｒｏａ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ａｒｂｉｄｏ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７，４６（２０）：６０５０６０５９

［２８］ＤｅｎｇＨＹ，ＬｕｏＦ，ＳｈｉＬＱ，ｅｔａｌ．Ｅｆｆｃａｃｙｏｆａｒｂｉｄｏｌｏｎｌｅｔｈａｌ
ｈａｎｔａａｎ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ｕｃｋｌｉｎｇｍｉｃｅａｎｄｉｎｖｉｔｒｏ．Ａｃｔａ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Ｓｉｎ，２００９，３０（７）：１０１５１０２４

［２９］ＺｈｏｎｇＱ，ＹａｎｇＺ，ＬｉｕＹ，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ａｒｂｉｄｏｌ
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ｏｘｓａｃｋｉｅｖｉｒｕｓＢ５ｉｎｖｉｔｒｏａｎｄｉｎｖｉｖｏ．ＡｒｃｈＶｉｒｏｌ，
２００９，１５４（４）：６０１６０７

［３０］ＸｉｏｎｇＨＲ（熊海蓉），ＹａｎｇＺＱ，ＬｉｕＹＪ，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ａｒｂｉｄｏｌ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ｏｎｃｏｘｓａｃｋｉｅｖｉｒｕｓＢ３ｇｒｏｕｐｉｎｖｉｔｒｏ．
Ｖｉ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中国病毒学），２００５，２０（２）：１２１１２４

［３１］ＳｕＸ（苏欣），ＸｉｅＺＨ，ＳｈｉＹ，ｅｔａｌ．阿比多尔治疗急性病毒
性上呼吸道感染的随机双盲对照临床研究．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临床内科杂志），２００５，２２（１０）：
６６９６７１

［３２］ＫｏｌｏｂｕｋｈｉｎａＬＶ， ＭａｌｉｎｏｖｓｋａｉａＶＶ， Ｇａｔｉｃｈ ＲＺ， ｅｔ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ｗｉｆｅｒｏｎａｎｄａｒｂｉｄｏｌｉｎａｄｕｌ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ＶｏｐｒＶｉｒｕｓｏｌ，２００８，５３（１）：３１３３

［３３］Ｖａｓｉｌ＇ｅｖＡＮ，ＧａｔｉｃｈＲＺ，ＫｏｌｏｂｕｋｈｉｎａＬＶ，ｅｔａｌ．Ｖｉｆｅｒｏｎ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ｉｎａｄｕｌ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Ｋｈｉｍｉｏｔｅｒ，
２００９，５４（３４）：２１２５

［３４］中国卫生部．甲型Ｈ１Ｎ１流感诊疗方案（２０１０年版）．ｗｗｗ．
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３５］Ｄｒｉｎｅｖｓｋｉｉ ＶＰ， Ｏｓｉｄａｋ ＬＶ， Ｎａｔｓｉｎａ ＶＫ， ｅｔ ａｌ．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ｖｉｒａ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Ｋｈｉｍｉｏｔｅｒ，
１９９８，４３（９）：２９３４

［３６］ＫｒａｍａｒｅｖＳＡ．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ｂｉｄｏｌｗｉｔｈ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ｎｄＯＲＶＩ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ｔｈｅＵｋｒａｉｎｅ．ＲＭＺＨ，２００３，１１（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ａｒｂｉｄｏｌ． ｏｒｇ／ａｒｂｉｄｏ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ｈｔｍｌ

［３７］ＳｔｏｒｅｒｏｏｍＯＶ．Ａｒｂｉｄｏｌ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ｈａｒｐ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ｔｔｈｅａｇｅｉｓｏｌｄｅｒｔｈａｎ６ｙｅａｒｓ．Ｍｏｓｃｏｗ，２００２

［３８］ＳｅｍｅｎｅｎｋｏＴＡ，Ｓｅｌ＇ｋｏｖａＥＰ，ＧｏｔｖｉａｎｓｋａｉａＴＰ，ｅ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ｒｓｏｎｓ．ＺｈＭｉｋｒｏｂｉｏ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Ｉｍｍｕｎ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５，（６）：２４２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６０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０６１７）
（本文编辑：张崇凡）

《中国循证儿科杂志》论著文稿撰写要求

　　本刊论著文稿的内容应遵循以下类型医学研究报告规范撰写。

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和横断面研究以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报告的质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ＳＴＲＯＢＥ）为标准，ＳＴＲＯＢＥ原文见 ｗｗｗ．ｓｔｒｏｂ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ＳＴＲＯＢＥ中文解读见《中国循证儿科

杂志》，２０１０，５（３）：２２３２２７

观察性研究的 Ｍｅｔａ分析（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ＭＯＯＳＥ）报告规范原文见 ＪＡＭＡ，２０００，

２８３（１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２。随机对照试验 Ｍｅｔａ分析报告质量（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ｆ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ＱＵＯＲＰＭ）原文见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９，３５４（９１９３）：１８９６１９００。ＭＯＯＳＥ和ＱＵＯＲＯＭ中文解读见《中国循证儿科杂志》，２０１０，

５（１）：６０６３

非劣效性和等效性随机对照试验的报告规范（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ｆ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ｒｉａｌｓ，ＣＯＮＳＯＲＴ）原文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ｏｎｓｏｒ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ＣＯＮＳＯＲＴ中文解读见《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２（２７）：１０８６１０８８

非随机对照设计报告规范（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ｎ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ＲＥＮＤ）原文见 ＡｍＪ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４，９４（３）：３６１３６６。ＴＲＥＮＤ中文解读见《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４（２７）：４０８４１０

诊断试验准确性研究的报告规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ＳＴＡＲＤ）原文见ｗｗｗ．ｓｔａｒｄ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ｒｇ。

ＳＴＡＲＤ中文解读见《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０（２７）：９１０９１２

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规范（ＣＯＮＳＯＲＴ）原文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ｏｒ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ＣＯＮＳＯＲＴ中文解读见《中国循证儿科

杂志》，２０１０，５（２）：１４６１５０

遗传关联性研究报告规范（ＳＴＲＥＧＡ）原文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ｒｅｇａ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ＳＴＲＥＧＡ中文解读见《中国循证儿科杂

志》，２０１０，５（４）：３０４３０７

行为和公共卫生干预的非随机研究（ＴＲＥＮＤ）原文见ＡｍＪ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４，９４（３）：３６１３６６。

中医药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规范（ＣＯＮＳＯＲＴｆｏｒＴＣＭ）原文见《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７（８）：６０１６０５

·２１３· ＣｈｉｎＪＥｖｉｄＢａｓｅｄＰｅｄｉａｔｒ　Ｊｕｌｙ２０１１，Ｖｏｌ６，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