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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专题
·教育与争鸣·

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生儿在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护理经验
李 娜，闫 萍*，孙慧敏，田 苗，张 蓓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武汉 430071）

【摘要】 2019 年 12 月以来，我科室共收治了 6 名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产妇分娩的新生儿，这 6 名新生儿胎龄 36±3.4 周，体重 2.77±0.66 千克。
6 名产妇有 3 例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 而 6 名新生儿均为冠状病毒
核酸检查阴性。我科室按照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对收治的 6 名新
生儿进行隔离救治。经过积极治疗，患儿中有 1 名已经出院 , 另有 5 名生命征
平稳。现将我科在收治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生儿住院期间的护理经
验进行总结，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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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December 2019, a total of 6 neonates born to women with
pneumonia suspected of new coronavirus (2019-nCoV) infection were admitted in
our department. The gestational age and birth weights of the 6 neonates were 36 ±
3.4 weeks and 2.77 ± 0.66 kg, respectively. Three maternal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2019-nCoV infected pneumonia, and 6 newborns were negative for coronavirus
nucleic acid tests. Our department isolated and treated the 6 newborns according to
patients with pneumonia suspected of 2019-nCoV infection. After active treatment, 1
of the children has been discharged, and 5 have stable vital signs.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control 2019-nCoV infection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effectively, we
reported the caring details of the cases in the present study.
【Keywords】 2019-nCoV; COVID-19; Pneumonia; Newbor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ursing experience
2019 年 12 月底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及
全国其他地区陆续出现 2019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感染的肺炎病例，且已陆续
出 现 产 妇 及 儿 童 感 染 病 例。 新 生 儿 2019nCoV 感染途径包括密切接触传播及飞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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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照顾者、家庭成员、家庭来访者）、医
院内获得性感染、在公共场所接触到感染源
等 [1] 。我院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共收治 6 名疑似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产妇，进行冠状病毒核酸检查，
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产妇 3 名。
这 6 名产妇分娩的新生儿中有 5 名因早产

71

医学新知 2020年2月第30卷第1期 New Medicine, Feb. 2020, Vol. 30, No.1

和 1 名因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入住新生儿
重症监护室，这 6 名新生儿胎龄在 36±3.4
周，体重在 2.77±0.66 千克。按照《湖北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孕产妇和
儿童管理指导意见（试行）》规范，我科室
按照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患者，
对收治的 6 名新生儿进行隔离救治。经过治
疗，这 6 名患儿均无生命危险，生命体征平
稳，其中 1 名已痊愈出院。为有效预防和控
制 2019-nCoV 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病房的感染，现
将我科室在收治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新生儿住院期间的护理经验进行总结报告。

1 建立完善的制度、职责及护理指引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传播途
径制定医疗废物处理制度、医院感染控制制
度、人员分工管理体系及工作职责、防护用
品使用制度及佩戴规范、新生儿会诊及收治
流程、标本采集规范、工作人员安全防护指
引、新生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护理指
引等。

2 培训及考核
（1）通过微信将培训资料下发，组织
人员线上自学。
（2）为减少人员聚集，采取问卷星方
式对培训资料进行线上考核，并与绩效考核
挂钩。
（3）科室院感质控员每天随机床边查
看院感措施落实情况，对不规范的内容以图
片文字方式进行微信解读及纠正，确保消毒
措施落实到位。

3 病区环境结构布局
（1）严格区分病房污染区、半污染区
和清洁区，且三区分区明显，不存在交叉使
用情况。
（2）凡是其母患有疑似或确诊为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新生儿，集中放置，
有条件应单间隔离，床间距不应小于 1.0 米。
（3）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的新生儿，有条件的收治于负压隔离病房进
行治疗和护理，床间距应不小于 1.2 米。负
压病房有传递窗的，使用传递窗进行传递，

对传递窗 2 次 / 日进行紫外线 30 分钟 / 次照
射消毒。

4 工作人员健康状况及防护要求
（1）对病区工作人员进行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的临床症状、防治措施、怎样
穿脱隔离衣、戴口罩、洗手等知识的培训，
合格后方可进入病区工作。
（2）固定专人专班专护，与患儿密切
接触的医护人员，入室前需戴 N95 口罩、圆
帽、护目镜、面屏、手套、穿防护服、鞋套
进行医疗护理操作 [2]；进行气溶胶操作（气
管插管、心肺复苏、吸痰、咽拭子采样等）
时佩戴全面型呼吸器。在防护用品紧缺，无
全面型呼吸器情况下，进行咽拭子采样、吸
痰操作时，建议在暖箱内取样，减少气道分
泌物飞溅。
（3）每日监测医护人员健康情况，体
温≥ 37.3℃、有咳嗽、咽痛或者胸闷等呼吸
道症状，离岗并建议去发热门诊就诊。
（4）辅助检查人员如拍摄 X 片技术人
员进病区前，需对床旁拍片机使用 1000mg/L
健之素或含过氧乙酸纸巾彻底擦拭消毒，同
时需脱去外穿隔离衣、手套、帽子和口罩，
重新穿戴清洁的 N95 口罩、圆帽、护目镜、
面屏、手套、穿防护服、鞋套方可进入病区，
进行拍片操作。
（5）固定保洁人员做好保洁工人的个
人防护，入室前需戴 N95 口罩、圆帽、护目镜、
面屏、手套、穿防护服、鞋套进行保洁工作，
先普通病区后负压病房。
（6）注意免疫调节，增强自身免疫力，
适当休息、科学锻炼、平衡饮食、良好心态
是增强自身免疫力的有效措施。

5 病人转运
（1）转运设备专病专用：转运婴儿床、
复舒囊、氧袋等。
（2）接到转运通知后，科室进行抢救
床单位的准备工作，并预约专用电梯送达科
室，走专用通道，进入相应病区。

6 样本采集
采集咽拭标本时，新生儿 2 小时前不宜
进食，且需要 2 根聚丙烯纤维头的塑料杆拭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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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同时擦拭双侧咽扁桃体及咽后壁，将拭子
头浸入含 3ml 采样液的管中，尾部弃去，旋
紧管盖，使用专用密闭送检盒子立即送检。

再用密封防渗漏双层尸体袋包裹。并立即送
至殡仪馆进行火化。

7 消毒隔离

（1）与患儿母亲有密切接触的亲属，
采取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医学观察期
限为自最后一次与病例发生无有效防护的接
触或可疑暴露后 14 天。
（2）任何人不得到病区探视，管床医
生每日打电话给直系亲属告知患儿病情。如
需签署与病理相关的医学知情同意书且不能
到达现场时，可借助网络方式如微信或传真，
进行图片签署后，留存资料文书。

（1）空气消毒：卸载门帘，加强通风。
空气消毒机 24 小时持续运行。层流病房按照
层流规范对过滤网定期进行维护。终末消毒
宜使用过氧化氢空间消毒器采用 3% 过氧化
氢或 5000mg/L 过氧乙酸或 500mg/L 二氧化氯
超低容量喷雾器喷洒消毒，20-30ml/m3，作
用 2 小时，消毒时关闭门窗，严格消毒完毕
至少充分通风 1 小时后方可使用。
（2）日常物品表面采用 1000mg/L 健之
素或含过氧乙酸纸巾擦拭物表，每日 2 次，
并做好记录。清洁工具专室专区专用。如遇
病人排泄物、分泌物、呕吐物等污染，先
用吸湿材料如纸巾去除可见的污染，再用
2000mg/L 健之素浸泡后的抹布覆盖 30 分钟，
再擦拭消毒。
（3）体温计每次使用后采用 1000mg/L
健之素浸泡 30 分钟，清洗干燥后备用；呼
吸机管道采用 2000mg/L 健之素浸泡 30 分钟
后，采用双层黄色塑料袋包装密闭，袋上标
注“新冠”，送消毒供应中心进行处理，并
做好交接记录。
（4）压舌板、止血带、吸痰瓶、奶瓶
等尽量使用一次性用品；暖箱、复苏囊固定
使用。
（5）患儿家属签署的医疗护理文书，
放置在传递窗紫外线灯照射 30 分钟后，方
可拿进病区存档。
（6）疑似患儿使用床单、被套、衣服、
奶巾等纺织物，使用橘色袋子密封装后，袋
子上注明“新冠”和物品名称、数量，送洗
衣房。确诊患儿的床单被服使用后按照医疗
废物丢弃 [3]。
（7）终末消毒所有物表均使用 2000mg/L
含氯消毒液进行擦拭；暖箱和呼吸机消毒后
放置一周再使用。
（8）疑似或确诊患儿死亡后，对尸体
应及时进行处理，处理方法为：用 3000mg/L
的健之素棉球或纱布填塞病人的口、鼻、耳、
肛门等所有开放通道；用双层布单包裹尸体，
http://www.jnewmed.com

8 家属管理

9 出院指导
患儿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
（采样时间至少间隔 1d），可解除隔离 [4]。
当患儿达到出院标准后，通知身体健康家属
办理出院手续。对出院患儿亦需采取保护性
隔离措施，如有发热或症状反复时应及时复
诊。其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未治愈前，
不采取母乳喂养。

10 小结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传染性强，传播
方式多，感染和疑似人群多。为有效降低新
生儿这一特殊群体感染 2019-nCoV，需从病
房环境、工作流程、医疗人员、看护人员、
家庭成员、来访者等多方面进行梳理、控制
及管理，才能确保新生儿不受感染，降低
NICU 病房的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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