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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专题
·专家论坛·

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感染的肺炎应对的思考
黄 娇，聂绍发，魏 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武汉 430030）

【摘要】2019 年 12 月底武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
炎病例，并蔓延至全国各省份。本文就当前武汉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疫情应
对中的若干问题，提出在明确病原体前即需采取各项控制措施；疾病流行的早
期需尽快制定高敏感度的疑似病例定义，及早发现、隔离疑似病人及其密切接
触者；严格控制院内感染；动员社区积极参与；科学宣传消除民众恐慌等来全
面控制疾病的暴发和流行，帮助我国其他地区开展有效的防控工作，保障人民
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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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end of December 2019, cases of pneumonia associated
with a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Wuhan City and the
disease spread to most provinces of the whole country. We thought about the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response to this infectious disease. And we proposed that various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before the pathogens were identified; definition
of high-sensitivity suspected cases need to be developed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pidemic to detect and isolate the suspected patients and their close
contacts; nosocomial infections should be strictly controlled; community residents are
mobilized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ntrol of disease; scientific propaganda are
needed to eliminate public panic. All these suggestions are needed to comprehensively
control the disease outbreak, and help other regions in China to carry out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nd protect people's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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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战的时候。我们更应深刻地思考武汉在应
对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中存在的问题，
才能对全国及时控制疫情乃至进一步完善公
共卫生体系，保障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是十分
必要的。应对未知的新发突发传染病依然是
当今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尤其是当这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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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来势凶猛、来源不明的情况下，更能对
群众，甚至整个社会管理体系造成巨大的冲
击，严重破坏生产生活秩序，打乱既有的应
对方案和程序，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
当前，我们面临的 2019-nCoV 感染导致的
肺炎暴发疫情就是这样一种传染病。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坚决打赢防疫攻坚战，
是考验我们各级干部、各个部门、系统尤其
是医疗卫生体系的关键时刻。随着人们对疫
情认识的逐步加深，应对的策略和措施逐步
得以优化，效果初步显现，但部门间、区块
间防控工作衔接仍有待进一步协调，思想有
待进一步统一，因此及时总结武汉疫情应对
工作是十分紧急和迫切需要的。
首先，确定不明原因疾病的病原体非常
重要，但这并不影响控制其流行的各项工作。
对于如何控制不明原因疾病在人群中的暴发
和流行，流行病学的经典案例是伦敦 1853
年的霍乱大流行。John Snow 医生就通过霍
乱的三间分布描述和标点地图法，得出伦敦
宽街的水泵是伦敦霍乱流行的关键环节，建
议伦敦市政府去掉宽街水泵的手柄，从而制
止了伦敦的霍乱流行 [1]。而霍乱弧菌的发现
和鉴定是伦敦霍乱流行几十年后的事情了。
在此次 2019-nCoV 肺炎疫情的应对中，病
原体 2019-nCoV 及其基因组序列在较短时
间内得以明确 [2]，并研制了检测试剂盒，
初步发现了华南海鲜市场环境中存在 2019nCoV，为疫情控制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得
到了国际同行的赞誉。但有效控制疾病的流
行并不必然需要先明确病原体来源才能够落
实各项控制措施。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科学
研究固然对于我们认识疾病十分重要，但是
不能忘记控制疾病的流行，维护人民健康才
是公共卫生人的初心和使命。
其次，医院是发现疾病的关口，必须高
度重视。尽快总结出临床特征，形成疑似病
例的诊断标准是进一步广泛筛查和发现病人
必不可少的依据。然而，在疫情早期，武汉
当地却迟迟没有报告疑似病例的人数，具体
原因，局外人不得而知。从 2020 年 1 月 24
日《柳叶刀》上快速发表的探讨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病人临床特征的论文可知，到
2020 年 1 月 2 日为止，武汉当地已有 4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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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并且很多病例已经转运至当地传染病
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进行治疗 [3]。未能
快速总结临床病例的特征，形成病例的定义，
进而开展病例的筛查、发现，从而延误了病
人及疑似病人的发现、隔离控制工作。虽然
说对疾病特征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开始制定
的方案未必能够全部地发现病人，但筛查标
准的高敏感度和高特异性之间要有所平衡，
特别是在疾病流行的早期，尽快制定一个高
敏感度的疑似病例定义，对于及早发现，隔
离疑似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控制疾病的进
一步流行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严格控制院内感染是控制疫情进
一步扩散的关键环节。从各种新闻报道的发
热门诊人满为患的形势来看，院内感染可能
是本次疫情暴发的主要推动因素。北京来的
临床专家视察发热门诊，自称因为没有戴
护 目 镜 也 感 染 2019-nCoV。 截 止 至 1 月 26
日，武汉市市长宣布住院包括发热门诊的未
确诊的病人中只有不到 50% 为真正的 2019nCoV 感染者，那么在大量非感染者都涌到
医院发热门诊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是在医院
交叉感染上的？虽然目前作者没有得到任何
数据可以去验证这个假设，但是现在很多模
型估计 2019-nCoV 人群传播的基本再生数
介于 2-6.5 之间，认为该疾病有较高的传染
性 [4-7]。但该疾病在患者密集的医院和普通
社区内传播的基本再生数可能根本不同。这
也是诸多研究对疾病流行趋势预测较为悲观
的原因之一。因此，对于当前各地防控的主
要关注点，是务必高度重视医院内的交叉感
染，包括但不限于发热门诊，医院院内感染
是需要重点控制的环节。
第四，动员社区积极参与是控制 2019nCoV 感 染 的 肺 炎 疫 情 的 关 键。 武 汉 市 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1 号）”，
在 10 时开始进行封城 [8]，于 1 月 24 日发布
“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7 号）”，
开展全面实行发热市民分级分类就医服务 [9]。
1 月 25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加强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
知》，指导社区科学有序地开展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及早发现病例，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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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 [10]。截止至 1 月
26 日，媒体报道门诊病人显著减少。1 月 27
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2019 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进展和风险评估》对事件发生发展过
程、疫情形势和关键疾病认识、公共卫生措
施和风险评估进行了介绍 [11]。从武汉现有的
经验来看，社区医疗机构及社区是防控疫情
的第一条防线，通过对发热病人的筛查，居
家隔离及转诊，实现病人的分级分类管理，
减少病人的无序流动，降低社区传染的风险
和蜂拥到综合医院发热门诊面临的交叉感染
风险。虽然暂时没有获得关于院内感染发生
情况的证据资料，无法检验这个假设，以评
估社区工作对疫情防控的效果。但通过对社
区就诊人数，医院发热门诊人数的逐日观察，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更为敏感地观察到疫情的
变化情况，从而对干预措施的效果做出快速
的评估。
第五，应对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暴发
需要有公共卫生安全的决策支持中心。从现
有的态势看，在武汉当地可能尚未能实现多
种途径的健康信息整合。诸如疾控系统的发
病报告数据，医政系统的诊疗数据，各种研
究团队的数据等，没能整合或者没能第一时
间整合到一个决策支持中心来进行综合分析，
帮助行政部门进行疫情分析和研判。可能是
出于保密、科学研究、知识产权等局外人所
不知道的各种各样的考虑，不同来源的数据
容易形成信息孤岛，难以整合到一起。这样
会严重影响政府行政部门对疫情发展形势的
研判。各地区应当吸取武汉这方面的教训，
快速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充分整合、利用
已有的防控信息，以开放、共享的态度，充
分调动各级各类专家做好疫情的分析研判工
作，而不是出于某些原因造成各种信息孤岛，
这很容易造成误判。未来各地应构建一个高
水平的公共卫生安全决策支持中心，充分整
合所有健康相关的信息，对公共卫生安全面
临的风险进行综合研判，并及时进行报告。
第六，科学宣传消除民众恐慌对于疫情
控制十分必要。受春节和疫情的影响，有
500 多万人离开武汉，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
是对疫情不了解而选择离开武汉，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疫情扩散和防控困难 [12]。疫情期间
http://www.jnewmed.com

武汉人在外地住宾馆遇到困难，存在抵制武
汉人、湖北人的问题也说明民众对疾病不了
解，造成非理性的恐慌。除了官方疫情信息
的及时报道，可以组织有关专家充分对疫情
进行分析解读，打消民众对疾病的恐慌；对
民众进行健康教育，从社区做起，落实到每
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
掌握了防控知识，防控传染病的人民战争的
大网才能织好、织牢 [10]。此外，还需要加强
民众日常的健康教育，以便民众在遇到疾病
时知晓如何处理、就诊或者寻求帮助。
目前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的疫情还
在持续发展中，随着防控工作的全面展开，
还会出现新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总结、
及时提高和及时完善，对于我们全面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指示精神，尽早控制疫
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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