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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多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患者，随着疫情的蔓延，我国其他地区及境外也相继发现了此类病例，且已出

现儿童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新病毒命名为 2019-nCoV。国家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现已将该病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

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根据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世界卫生组织《Clinical management of seve

r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when novel coronavirus (nCoV) infecti

on is suspected》，以及《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

《儿童脓毒性休克（感染性休克）诊治专家共识（2015 版）》、《Pediatric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ediatric Acute Lung Injury Consensus Conference》、《湖北省儿童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诊疗建议（试行第一版）》、《围产新生儿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管理预案（第一版）》、《α干扰素在儿科临床合理应用

专家共识》等国内外相关指南、专家共识制定了我院儿童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诊疗方案（试行第二版），供儿科等相关科室参照执行。

一、病原学特点

2019-nCoV 是β属的新型冠状病毒，有包膜。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30

分钟、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

毒，氯己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

二、流行病学特点

（一） 传染源

目前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二） 传播途径

经呼吸道飞沫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亦可通过密切接触传播。

（三） 易感人群

截至 2020 年 1 月 28 日 08 时，2019-nCoV 感染在福建省累积确诊 73

例，其中危重症 2例，重症 5例，无死亡病例，但已有儿童病例。流行病学调查

提示人群普遍易感，目前发现的病例男女比例为 1.16:1，年龄中位数为 49 岁，

范围为 9 个月～96 岁。目前全国范围内儿童感染确诊病例 8 例（9 个月～10

岁）。潜伏期一般为 3～7 天，最长不超过 14 天。尚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母-婴传

播。

三、临床特点

（一）临床表现

基于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潜伏期一般为 3～7天，最长不超过 14 天。

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腹泻等症状。

重型病例多在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

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值得注意的是重型、危

重型患者病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

部分患者仅表现为低热、轻微乏力等，无肺炎表现，多在 1周后恢复。

从目前国内收治的病例情况看，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儿童病例症状相对较轻，

少数患者病情危重。死亡病例多见于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疾病者。

（二）实验室检查

发病早期外周血白细胞总数正常或减低，淋巴细胞计数减少，部分患者出现

肝酶、肌酶和肌红蛋白增高。多数患者 C反应蛋白 (CRP)和血沉升高，降钙素原

正常。严重者 D-二聚体升高、外周 血淋巴细胞进行性减少。

在咽拭子、痰、下呼吸道分泌物、血液等标本中可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三)胸部影像学

早期呈现多发小斑片影及间质改变，以肺外带明显。进而发展为双肺多发磨

玻璃影、浸润影，严重者可出现肺实变，胸腔积液少见。

四、诊断标准

(一)疑似病例

结合下述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综合分析：

1.流行病学史

(1)发病前 14 天内有武汉地区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旅行史或

居住史；

(2)发病前 14 天内曾接触过来自武汉市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

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3)有聚集性发病或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有流行病学关联。

2.临床表现

(1)发热；

(2)具有上述肺炎影像学特征；

(3)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

有流行病学史中的任何一条，符合临床表现中任意 2条或以上者。

（二）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具备以下病原学证据之一者：

1.呼吸道标本或血液标本实时荧光 RT-PCR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

2.呼吸道标本或血液标本病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

五、临床分型（见表一）

（一） 普通型

1.单纯性感染和隐性感染

仅表现为发热、咳嗽、咽痛、鼻塞、乏力、头痛、肌痛或不适，无脓毒血症

或呼吸急促表现。病原学阳性未出现临床症状者为隐性感染。需警惕，已有病例

报道，10 岁男孩，有接触史，未见临床症状，但父母坚持下检查肺部 CT 见双肺

磨玻璃影，病原学检查证实感染。

2.轻症肺炎

具有发热、咳嗽伴呼吸急促（＜ 2 月龄，呼吸 ≥60 次/分；2～12 月龄，

呼吸 ≥50 次/分；1～5 岁，呼吸 ≥40 次/分），不伴有重症肺炎的表现。影

像学可见肺炎表现。

（二） 危重型

1.重症肺炎

咳嗽伴有呼吸困难，以及以下任一条：

（1）中心性发绀或者不吸氧情况下 SpO2 ≤93%；

（2）严重呼吸衰竭：如喘息、严重吸气三凹征；

（3）婴儿喂养困难，嗜睡或意识不清、惊厥。

2.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1）新发或已有临床症状 1周内，呼吸道症状恶化；

（2）胸部影像学（CT 或肺部超声）双肺呈磨玻璃影表现；

（3）排除心力衰竭或液体超负荷的呼吸衰竭。

（4）氧合障碍（OI：氧指数=FiO2×平均气道压(Paw)×100/PaO2；OSI：脉

氧饱和度指数=FiO2×Paw×100/SpO2 ）

无创通气下：BiPAP 或 CPAP ≥5cmH2O，PaO2/FiO2 ≤300mmHg 或 SpO2/FiO 2

≤264。

有创通气下：轻度 ARDS 4 ≤OI< 8 或 5 ≤OSI< 7.5；中度 ARDS 8 ≤OI< 16

或 7.5 ≤OSI< 12.3；重度 ARDS OI≥ 16 或 OSI≥ 12.3。

3.脓毒性休克

儿童脓毒性休克的诊断与成人不同之处在于不一定具备低血压。当感染患儿

血压仍正常，但出现下述组织低灌注表现中的 3条或以上，则诊断脓毒性休克代

偿期：（1）心率、脉搏变化：外周动脉搏动细弱，心率、脉搏增快；（2）皮肤

改变：面色苍白或苍灰，湿冷、大理石样花纹。如暖休克可表现为四肢温暖、皮

肤干燥；（3）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 CRT 延长（> 3 秒），需除外环境温度影响，

暖休克时 CRT 可正常；（4）意识改变：早期烦躁不安或萎靡，表情淡漠；晚期

意识模糊，甚至昏迷、惊厥；（5）液体复苏后尿量仍 <0.5ml/kg/h，持续至少

2小时；（6）乳酸性酸中毒（除外其它缺血缺氧及代谢因素等），动脉血乳酸>

2mmol/L。

代偿期灌注不足表现加重伴血压下降，则进展为失代偿期。不同年龄低血压

标准为：≤1个月，收缩压< 60mmHg；>1 个月～1岁，收缩压<70mmHg；>1 岁～9

岁，收缩压<[70+(2×年龄)]mmHg；≥10 岁，收缩压< 90mmHg。



六、鉴别诊断

主要与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人偏肺

病毒、SARS 冠状病毒等其他已知病毒性肺炎鉴别，以及与肺炎支原体、衣原体

肺炎及细菌性肺炎等鉴别。

需注意的是，冬春季节也是甲流、乙流等多种呼吸道感染高发的季节，合并

多种病原体感染的情况是常见的。如患儿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有流行

病学关联，即便常见呼吸道病原检测阳性，也建议及时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病原学

检测。

七、预防、识别和分流 2019-nCoV 患儿（见表二）

（一）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

根据当前的研究和防控实践，保持良好的通风、正确实施手卫生、遵守咳嗽

礼仪、选用和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等基础感控措施，对预防和控制新型冠状

病毒个人的传播，仍然是最经济有效的综合防控策略构成要素。1岁以下婴儿不

能佩戴口罩，3岁以下幼儿也不能长期佩戴口罩，对于这些婴幼儿，主要通过尽

可能减少外出来避免感染。如孩子的家长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应及时就诊，并

在家中也佩戴口罩，注意与儿童保持距离；如必须照顾孩子，则应尽量避免近距

离面对面接触（距离>1 米），或让孩子头部枕靠在家长肩膀，避免直接对着口

鼻）。

医疗机构应当根据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原学特点，结合传染源、传播途径、易

感人群和诊疗条件等，建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和工作流程；并开展全员培训，依

据岗位职责确定针对不同人员的培训内容，使员工熟练掌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防控知识、方法与技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早控

制。

当发热患儿进入医院（尤其是门、急诊），就应启动感控预防措施。包括：

做好手卫生，分发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以避免直接接触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

以及不完整的皮肤等）；预防针刺伤或者切割伤，确保医疗废物处理、设备的清

洁和消毒以及环境的清洁。

(二）做好医护人员防护

医疗机构应当规范消毒、隔离和防护工作，储备质量合格、数量充足的防

护物资，如消毒产品和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隔离衣、防护服、防护眼

罩或面罩等防护用品，确保医务人员个人防护到位。在严格落实标准预防的基础

上，强化接触传播、飞沫传播和空气传播的感染防控。正确选择和佩戴口罩、手

卫生是感染防控的关键措施。

医疗机构应当关注医务人员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和班次安

排，避免医务人员过度劳累。提供营养膳食，增强医务人员免疫力。针对岗位特

点和风险评估结果，主动开展健康监测，包括体温和呼吸系统症状等。采取多种

措施，保障医务人员健康地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三）诊疗流程（见流程一）

1.发热病例的分诊（见流程二）

我院门诊门口设分诊处，所有来院患儿及家属均需用额温枪测量体温。测量

体温>37.4℃的患儿，或本次病程有发热病史的患儿均为发热病例，分流至发热

门诊分检处。然后根据有无流行病学接触史分诊至普通发热门诊或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专科门诊。

2.疑似病例

急性发热伴呼吸道症状，发病前 14 天内有接触史、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

作为疑似病例：

（1）有武汉地区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旅游、居住史；

（2）有来自武汉地区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发热伴呼吸道症状

患者的密切接触史
*
；

（3）有疑似或者确诊病例密切接触史
*
；

（4）不明原因聚集性呼吸道感染疫情的接触史；

（5）在武汉地区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短暂停留，如转机、火车

途径等。

*密切接触史定义：包括家庭内、机构内、旅行、医疗护理、患者探视过程

中的近距离接触或者身体接触。

符合上述疑似病例诊断标准的患儿，先汇报急诊总住院医师，再汇报二线值

班医师。专家组成员其中一人必须探视过患儿，经 3个以上专家讨论后确定方案，

由专家组联络人汇报专家组组长并上报院部。如有需要检验科、院感科及影像科

的专家会诊，则由专家组组长统一联系所属科室科主任。确认为疑似疑似冠状病

毒感染患儿后，立即将患儿转运至隔离病区（原感染科病房），单间隔离。院内

患者转运路线由院感科制定，具体见流程三。转运时，总务科、保卫科应负责沿

途路线的清障和人员疏散。

3.确诊病例

符合疑似病例标准的基础上，采集患儿痰液、咽拭子、下呼吸道分泌物或血

液标本，送市 CDC 行荧光 RT-PCR 检测，检验科应配合临床做好标本采集及运送

工作。如果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或病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

高度同源，则为确诊病例。由医务科负责联系肺科医院会诊。

接触过疑似或确诊患者的专家组和救治人员实施院内隔离，由总务科协助儿

科做好隔离病区医务人员住宿和生活保障，以及隔离病人的膳食保障，隔离病区

采取无陪制度。

肺科医院专家会诊后的确诊病例，原则上由肺科医院派出带负压的救护车转

往肺科医院进一步诊治。如患儿已出现危重型的表现，则应先在我院就地抢救。

按流程三转运至 PICU 负压病房进行抢救。

每次转运后按流程三要求做好相关车辆和电梯的消毒。

（四）病例的发现、报告与隔离

经院内专家组会诊，确诊疑似病例后，应立即进行单间隔离；并在 2小时内

进行网络直报，同时采集呼吸道或血液标本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疑似病

例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至少间隔 1天），方可排除。

对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或可疑暴露者进行医学观察。采取居家或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无法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可安排集中隔离观察。医学观

察期为最后一次与病例发生无效防护接触或可疑暴露后 14 天。

居家医学观察对象应相对独立居住，尽可能减少与共同居住人员的接触，避

免去人群密集场所。医学观察期间，由指定的管理人员每天早、晚各进行一次体

温测量，并询问其健康状况，填写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记录表。医学观察期间出

现发热、咳嗽、气促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者，则立即向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报

告，并按规定送定点医疗机构诊治，采集标本开展实验室检测与排查工作。医学



观察期满时，如未出现上述症状，解除医学观察。

（五）注意事项

1.目前没有证据证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分娩的孕产妇是否存在母-婴传播，

故对符合以下任一条者需要进行新生儿排查：（1）孕产妇确诊或高度疑似感染

者；（2）孕产妇密切接触的家人确诊或高度疑似感染者；（3）新生儿出生后家

庭招呼人员有确诊和高度疑似感染者。

2.母乳喂养时，母亲应注意勤洗手，保持局部卫生。疑似感染的产妇或未痊

愈的确诊产妇，不建议母乳喂养。

3.目前不确定新生儿是否会感染或成为传染源，故当母亲确诊或疑似感染，

新生儿居家隔离期间，因做好防控措施：单间隔离、尽量减少照护人员、房间定

时开窗通风、照护人员勤洗手、对新生儿的用物做好消毒（高温或 75%酒精）等。

密切观察新生儿体温、吃奶、呼吸、黄疸等变化，不适随诊。特别是出现呼吸急

促（＜2 月龄，呼吸≥60 次/分；2～12 月龄，呼吸≥50 次/分；1～5 岁，呼

吸≥40 次/分）时，应立刻就诊。对确诊感染的母亲分娩的新生儿采集咽拭子检

测，连续 2次阴性，且 2周内未出现临床表现者方可解除隔离。

4.目前儿童病例报告较少，并且表现较轻，但随着疫情发展，有可能出现病

例增加和重症病例。还要注意儿童隐性感染病例监测。故对新型冠状病毒密切接

触者，应行咽拭子检测，排除潜在传染源。

八、治疗

（一） 一般治疗

1.卧床休息，加强支持治疗，保证充分热量；注意水、电解质平衡，维持内

环境稳定；密切监测生命体征、指氧饱和度等。

2.根据病情监测血常规、尿常规、CRP、生化指标（肝酶、心肌 酶、肾功能

等）、凝血功能，必要时行动脉血气分析，复查胸部影像学。

3.根据氧饱和度的变化，及时对低氧血症的患者给予有效氧疗措施，包括鼻

导管或面罩给氧，必要时经鼻高流量氧疗、无创或有创机械通气等。注意处理

2019-nCoV 感染患者的氧气接口时，应做好接触预防措施。

4.抗病毒治疗：儿童目前尚无有效抗病毒药物。有报道推测对其他 RNA 病毒

有效的药物可能对本病有效，但其有效性及安全性、儿童合适的剂量、疗程及作

用机制尚待探索研究。对危重症病人参考成人用药，轻症可选用干扰素雾化。可

试用α-干扰素雾化吸入（成人每次 500 万 U,加入灭菌注射用水 2ml,每日 2次；

儿童每次 10 万 U/Kg，每日 2次）；成人可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每粒 200 mg/50

mg）每次 2粒，每日 2次。

5.抗菌药物治疗：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尤其是联合使用广谱抗

菌药物。加强细菌学监测，有继发细菌感染证据时及时应用抗菌药物。

（二）重型、危重型病例的治疗

1.治疗原则：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积极防治并发症，治疗基础疾病，预防

继发感染，及时进行器官功能支持。

2.呼吸支持：患者出现呼吸窘迫、氧疗无效时，应考虑呼吸衰竭。可使用高

流量鼻导管吸氧（HFNO）或无创通气（NIV）。如果患者在短时间（约 1小时）

后严重恶化或无法改善，应该进行气管插管。气管内插管应避免空气传播。有创

机械通气采取小潮气量（4～8ml/kg）和低平台压力（≤28cmH2O）以降低呼吸机

相关肺损伤。必要时采取俯卧位通气或体外膜氧合器（ECMO）等。



3.循环支持：重症肺炎并发脓毒性休克时，有条件情况下先行容量状况评估

或容量反应性试验，根据评估结果行容量复苏或应用血管活性药物；没有条件行

容量评估时可先予以生理盐水 20ml/kg，如果休克不改善或加重，应尽早使用血

管活性药物。抗休克治疗期间密切血流动力学监测。

4.恢复期血浆和静脉用免疫球蛋白：呼吸窘迫综合征和脓毒性休克等危重患

儿，可选用恢复期血浆或免疫球蛋白静注，同时监测心脏负荷，避免加重肺水肿。

5.其他治疗措施：

可根据患者呼吸困难程度、胸部影像学进展情况，酌情短期内（3-5 天）使

用糖皮质激素，建议剂量不超过相当于甲泼尼龙 1～2mg/kg/d；可使用肠道微生

态调节剂，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预防继发细菌感染。患者常存在焦虑恐惧情绪，

应加强心理疏导。

九、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

体温恢复正常 3天以上、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

测阴性（釆样时间至少间隔 1天），可解除隔离出院，或根据病情转至相应科室

治疗其它疾病。



表 1.与 nCoV 感染相关的临床综合征

单纯性感染 仅表现为发烧、咳嗽、喉咙痛、鼻塞、不适、头痛、肌肉疼痛或不适等非特异性症状。

老年人和免疫抑制者可出现不典型症状。

无脱水、脓毒症或呼吸急促等表现。

轻度肺炎 无重症肺炎表现的肺炎患者。

非重症肺炎患儿表现为咳嗽或呼吸困难伴呼吸急促（呼吸急促：<2 个月，≥60 次/分；2-11 个月，≥50 次/

分；1-5 岁，≥40次/分），无重症肺炎表现。

重症肺炎 青少年或成人：发热或疑似呼吸道感染，合并以下一种表现：呼吸频率>30 次/分，严重呼吸窘迫，或 SpO

≤93%（离氧时）。

有咳嗽或呼吸困难的儿童，合并至少以下表现之一：中心性发绀或 SPO≤93%；严重呼吸窘迫(如重度吸凹征

等)；重症肺炎一般表现：拒绝母乳喂养或饮水、昏睡或昏迷、抽搐；肺炎的其他表现：胸闷，呼吸急促（<2

个月，≥60 次/分；2-11 个月，≥50 次/分；1-5 岁，≥40 次/分）。主要依靠临床诊断，胸部影像学可排

除并发症。

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

发病：新发或已有临床症状 1周内，呼吸道症状恶化。

胸部影像学（X线片、CT 扫描或肺超声）：双肺磨玻璃样改变，排除渗出、肺不张、肺结节。

水肿病因：排除心力衰竭或液体超负荷所导致的呼吸衰竭。必要时需完善超声心动图确诊。

氧合指数(成人)：

• 轻度 ARDS：200 mmHg<PaO/FiO≤300 mmHg (PEEP 或 CPAP≥5 cmH2O)

• 中度 ARDS：100 mmHg<PaO/FiO≤200 mmHg （PEEP≥5 cmH2O)

• 重度 ARDS：PaO/FiO≤100 mmHg（PEEP≥5 cmH2O)

• PAO2 无法获取时，SPO2/FiO2≤315 提示 ARDS(包括无创通气患者)。

氧合指数(儿童)：

• BiPAP 或 CPAP≥5 cmH2O（面罩给氧）：PaO/FiO≤300 mmHg 或 SPO/FiO≤264

• 轻度 ARDS(有创通气)：4≤OI<8 或 5≤OSI<7.5

• 中度 ARDS(有创通气)：8≤OI<16 或 7.5≤OSI<12.3

• 重度 ARDS(有创通气)：OI≥16 或 OSI≥12.3

脓毒症 成人：由感染引起的宿主反应失调所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临床表现包括：精神状态改变，呼吸

困难或急促，血氧饱和度降低，尿量减少，心率增快，脉搏微弱，四肢厥冷或低血压，皮肤花斑，或实验室

证据显示有凝血障碍、血小板减少症、酸中毒、高乳酸或高胆红素血症。

儿童：怀疑或证实感染，并且≥2 SIRS 标准，必须包括体温或白细胞计数异常。

脓毒性休克 成人：在进行液体复苏时仍有持续低血压，需要使用血管加压素维持 MAP≥65 mmHg，血清乳酸水平>2 mmol/L。

儿童：低血压或符合组织低灌注的表现。

缩写：CPAP 持续气道正压；FiO 吸入氧分压；MAP 平均动脉压；OI 氧合指数；OSI 使用 SP02计算的氧合指数；SPO2 氧饱和度；PEEP 呼气末正压；

SBP 收缩压；SD 标准差；SIRS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PO2 血氧饱和度。*如果海拔高于 1000 米，则修正系数应按 PaO2/FiO2×气压/760 计算。



表 2.如何对疑似或确诊的 nCoV 感染者实施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

分诊 要求可疑患者佩戴医用口罩（<1 岁可不戴口罩），并指引患者前往隔离区域。疑似病人和其他病人之间保

持至少 1米的距离。指导所有病人在咳嗽或打喷嚏时用肘部捂住鼻子和嘴巴。接触气道分泌物后做好手部卫

生。

预防飞沫传播 在距离病人 1-2 米范围内工作时佩戴医用口罩。将患者安置在隔离房间，或将病因相同的患者分组隔离。若

无法明确病因，则将具有相同临床诊断和流行病学风险因素的患者共同隔离。在对有呼吸道症状(如咳嗽或

打喷嚏)的患者进行近距离的护理操作时，应当佩戴面罩或护目镜，阻挡分泌物产生的飞沫。限制病人在院

内的行动，并确保病人在房间外佩戴医用口罩。

预防接触传播 在进入隔离区域时穿戴 PPE（医用口罩、护目镜、手套和隔离衣），离开时脱下。有条件应当使用一次性或

专用设备(如听诊器、血压袖口和温度计)。若需要在不同病人间共用设备时，应当做好清洁消毒措施，预防

交叉感染。禁止用污染手套或未戴手套的手接触眼睛、鼻子和嘴。避免污染门把手、电灯开关等与病人护理

无关的环境表面。保证房间通风。尽量避免病人的移动或转运。做好手部卫生。采取接触预防措施，防止直

接或间接接触受污染的表面或设备。

采取空气隔离

措施预防气溶

胶传播

确保医务人员在进行可能产生气溶胶的操作（例如吸痰、插管、支气管镜及心肺复苏）时穿戴个人防护用具，

包括手套、防护服、长袖隔离衣、护目镜/面罩、和合格的防护口罩（N95 或外科口罩）。在进行可能产生

气溶胶的操作时，尽可能使用通风充足的单人房间（每小时至少更换 12次空气的负压隔离房间，或至少 160L/

分/人的自然通风房间）。避免不必要的人出现在房间里。开始机械通气后，在同一类型的房间中护理病人。



流程一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确认程序流程图

转入我院 PICU 进行救治

轻症病例

危重症病例

按标准采集患者标本，由检验科

87557149，爱玛客公司 87279655
派人专车送至福州 CDC收样室（24
小时值班）

会诊未排除病例

2 小时内组织医院

3 位专家组成员会诊

报医务科 87279650
行政总值班 87554490

按照规定网报传染病（不明原因

肺炎疑似病例），通知保健科

上报院感科 87602194

会诊排除病例

“发热门诊”二级分诊，

核实流行病学史等信息

排
除
病
例

排除病例

发热患者戴口罩发热患者戴口罩

修订传染病报告。省内医疗专家

会诊同意后，联系定点医院福州

市肺科医院派负压设备救护车接

患者转运，集中治疗

上报院领导

上报疾控部门、省卫健委

应急办、医政处

行动线

信息通报线

门急诊发热预检点（班内时间） 急诊科、发热预检分诊（班外时间）

发热患者就诊

省 CDC初筛病毒基因组

阴性，24 小时后再送标

本检测 1 次仍阴性。

转普通发热门诊

/病房就诊

省 CDC 病毒基因组阳

性，省级诊断专家会诊

明确“确诊病例”

未排除患者

新型冠状病毒专科门诊就诊

符合疑似病例

送感染科隔离病房



流程二

发热患者门、急诊预检分诊流程

发热患者来院就诊

经工作人员测量体温

发热患者

为患者（含陪同人员）发放医用外科口罩，并指导其正确佩戴

进行预检分诊登记

详细询问患者症状及相关信息

(1)发病前14天内有武汉地区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

的旅行史或居住史；

(2)发病前14天内曾接触过来自武汉市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

传播地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3)有聚集性发病或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有流行病学关联。

无流行病

学关联的

患儿

分流至普通

发热门诊
由工作人员引导患者至新型冠状病毒专科门诊



流程三

发热门诊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儿的转运路线图

参与转运医务及工勤人员均应穿工作服、一次性隔离

衣、工作帽、佩戴医用外科口罩、鞋套和乳胶手套

相关转运电梯，用 2000mg/L 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物表，

并关闭电梯轿箱半小时，之后再开启通风半小时

转运的工勤人员负责相关车辆终末消毒，2000-5000mg/L含氯消毒液

擦拭消毒转运车辆，其他物品按感染性终末处理。

转运结束后医务人员至 7 号楼转运车消毒间，按规范脱卸一次性防护用

品，放置于双层医疗垃圾袋内。流动水清洗双手后，再用手消液消毒。

方可返回病区。

如确诊为危重型的患儿，则再从感染科经 6 号楼东侧的后梯送入

六楼 PICU 的负压病房

运送人员与患者由南侧出口发热门诊，经由发热门诊与 DSA 室

之间的通道到达 6 号楼东侧的后梯送入感染科

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应佩戴 N95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