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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专题
·论著·二次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
社会协同防治证据简报：公众对非药物
防治呼吸道传染疾病的认识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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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 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在全国蔓延，
有关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的社会协同防治已成为当前热门的研究话题。那么，
公众对非药物防治措施的认识如何呢？本研究基于循证社会科学检索方法，对
非药物防治传染病措施进行检索、提取、证据分级、分析，最后从个人层面、
社会层面、国家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此次疫情的社会协同防治提出合理
建议，为未来研究提供可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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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new coronavirus (2019-nCoV) infected pneumonia
spreading across the country in December 2019, social collaborative control of the
2019-nCoV infected pneumonia is a hot research topic. What about public awareness
of non-drug control measures? Based on the 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 this study
carried out the retrieval, extraction, evidence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non-drug
measur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individual level, social level and national level,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coordinate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is epidemic and provide available evid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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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病例。2019-nCoV 因其较强的传染性，已
经由武汉蔓延至全国大部分省市，感染人数
呈上升态势，对公众安全造成严重困扰 [1]。
武汉市确诊的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作
为一种新发传染病，是一类病原体种类繁杂，
传播途径各异，感染方式复杂多变，容易造
成跨国界、跨洲界甚至全球性传播的传染病。
新发传染病具有传染病的一般规律，其流行
过程具备传染源、传播途径及易感人群 3 个
基本环节。其特点主要有特异性的病原体和
传染性，动物为主要传染源，传播方式具有
多样性，传播速度快、流行范围广，人群普
遍缺乏免疫力，预防和诊治困难 [2]。当前全
国上下依旧在抗击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的
战斗之中，因其为一种强的传染性疾病 , 目
前尚无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相关权威机构
建议公众采用非药物措施来防治当前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通过
隔离、消毒、个人防护等感染防控措施，可
以有效作用于传染病发生的环节，可有效降
低院内传播风险，预防控制医疗机构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发生，保护医务人员和患
者健康安全 [3]。大众对非药物防治措施的认
识直接影响防治效果，因此有必要基于当前
可以获得最佳证据来提出对策。

1 资料与方法
为了促进当前疫情下大众更好的应用非
药物防治措施，课题组根据了解到的急需
回答问题，设定传染病防治相关检索词，
系统检索至 2020 年 1 月的 Web of science 平
台、WHO、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官网
（United State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USCDC）、国家循证程序和实践
登 记 处（National Registry of Evidence-based
Programs and Practices，NREPP）， 中 文 数
据库检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
中 国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循证社会
科学数据库（China Evidence-based Research
Databases for Social Science，EBCSS）。采用
Endnote X8 进行文献管理。
http://www.jnewmed.com

应用定性系统评价 ENTREQ（Enhancing
Transparency in Reporting the 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评价指南对检索到的
文献进行评价，确定两篇 [4-5]（纳入 87 篇定
性研究）为高质量定性研究系统评价且符合
纳入标准。本研究的对象为经历了 SARS、
禽流感、大流行性流感、H1N1、季节性流
感等疾病的人员。
采用循证研究中的证据分级与推荐方
法——CERQual 方法（Confidence in the Evidence
from Review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6] 对本研究
进行解读，随后根据证据与当前关注问题与
获得证据的相关性、重要性、证据质量和可
及性来进行政策倡导，期待为公众采用非药
物防治应对 2019-nCoV 提供决策依据。

2 结果
2.1 证据分级概况
由于当前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与研究
中的其它重大传染病在传染性、传染途径、
公众共同关注问题等方面类似，本研究关注
的措施包括手卫生、呼吸道卫生、戴口罩、
隔离、社会疏远、远程医疗、预防等，这与
当前疫情的传染性和倡导措施情况相似。两
篇研究质量均为高，了解当前大众对非药物
防治的认识非常重要，因此本政策简报对当
前疫情的非药物防治有借鉴意义。对两篇高
质量系统评价进行证据提取后，现主要对证
据中的问题分类进行归纳。证据分级情况见
表 1。

2.2 问题1：公众对非药物防治措施的评
价如何？
2.2.1 非药物防治的好处[证据可信度
（CERQual分级）：高]
（1）一些个人保护措施，如洗手和呼
吸卫生是多项研究广泛推荐预防呼吸道感染
传播方法；（2）戴口罩不仅被视为有效的
呼吸道感染控制方法，而且有明显的示范效
应，同时可减少社会污名；（3）孤立和社
交疏远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一种社会责
任感的表现。
2.2.2 公众采取非药物防治的不方便之处有哪
些[证据可信度（CERQual分级）：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