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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冠狀病毒01
生物學特點、致病性、傳播途徑、流行現狀



1.什麼是呼吸道病毒？

呼吸道病毒( viruses associated with respiratory infection)是指

以呼吸道為侵入門戶，在呼吸道粘膜上皮細胞中增殖，引起呼吸道局部感

染或呼吸道以外組織器官病變的病毒。



2.常見的呼吸道病毒有哪些？

主要包括：正黏病毒科的流感病毒，副黏病毒科的副流感病毒、呼吸

道合胞病毒、麻疹病毒、腮腺炎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和人偏肺病

毒，披膜病毒科的風疹病毒，小RNA病毒科的鼻病毒，冠狀病毒科的

SARS冠狀病毒等。此外，腺病毒、呼腸病毒、柯薩奇病毒與ECHO病毒、

皰疹病毒等也可引起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3.什麼是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為不分節段的單股正鏈RNA病毒，屬於巢病毒目（nidovirales）冠狀

病毒科（Coronaviridae）正冠狀病毒亞科（Orthocoronavirinae），根據血清型和

基因組特點冠狀病毒亞科被分為、β、γ和δ四個屬。冠狀病毒（Coronavirus）屬

於冠狀病毒科（Coronaviridae）冠狀病毒屬（Coronavirus），由於病毒包膜上有

向四周伸出的突起，形如花冠而得名。



4.冠狀病毒的形態是什麼樣的？

冠狀病毒有包膜，顆粒呈圓形或橢圓形，經常為多形性，

直徑50-200m。

5.冠狀病毒的結構是什麼樣的？

S蛋白位於病毒表面，形成棒狀結構，作為病毒的

主要抗原蛋白之一，是用於分型的主要結構，N蛋白包

裹病毒基因組，可用作診斷抗原。對冠狀病毒理化特性

的認識多來自對SARS-CoV和MERS-CoV的研究。



6. 冠狀病毒如何分類？

冠狀病毒大部分感染動物，目前從人分離的冠狀病毒主要有普通冠狀病毒

229E、OC43和SARS冠狀病毒（SARS-CoV）三個型別。已知感染人的冠狀病

毒有6種：屬的229E、NL63，β屬的OC43、HKU1、中東呼吸綜合征相關冠狀

病毒（MERS-CoV）和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相關冠狀病毒（SARS-CoV）。此次

從武漢市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下呼吸道分離出的冠狀病毒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WHO命名為2019-nCoV。

目前已知的6個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基因組序列幾乎完全一致，並

且從基因序列同源性上來說，新型冠狀病毒更接近SARS-CoV，而不是MERS-

CoV。新型冠狀病毒目前可以歸到β屬冠狀病毒中，該種屬在演化樹上來說，與

SARS-CoV和MERS-CoV接近，但不完全一樣。



7. 哪些野生動物會攜帶冠狀病毒？

很多野生動物都可能攜帶病原體，成為某些傳染病的傳播媒介，果子狸、蝙蝠、
竹鼠、獾等是冠狀病毒的常見宿主。

武漢地區的病毒性肺炎疫情爆發，與2002年廣東爆發的“ 非典” 疫情有很多相似
的之處，都發生在冬季，初始發生都起源於人與動物市場交易的鮮活動物接觸，而且都
是由未知的冠狀病毒導致。

由於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進化鄰居和外類群都在各類蝙蝠中有發現，推測武漢新型
冠狀病毒的自然宿主也可能是蝙蝠。如同導致2002年的SARS冠狀病毒一樣，新型冠狀
病毒在從蝙蝠到人的傳染過程中很可能存在未知的中間宿主媒介。

不要吃未經檢疫的野生動物、生鮮等食品，比如路邊攤售賣的肉食，不要為了“ 嚐
鮮 ” 而冒險。



8. 冠狀病毒如何由動物到人？

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的病毒類群都為蝙蝠中的冠狀病毒HKU9-1，而許

多與冠狀病毒有聯繫的人類感染冠狀病毒都和蝙蝠有關，許多冠狀病毒的天然宿主

都是蝙蝠。蝙蝠很有可能就是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原生宿主，經過演化變異，完成

了蝙蝠-中間宿主-人的傳播。不過，從蝙蝠到人可能還存在更多的中間宿主，目前

還沒有確認。

冠狀病毒由動物到人、人與人的路徑：接觸傳播和飛沫傳播。

9.哪些冠狀病毒可以引起人類的肺炎？

HKU1、SARS-CoV、MERS-CoV、2019-nCoV：可引起人類肺炎。



10. 冠狀病毒的抵抗力如何？

冠狀病毒對熱敏感，56℃30分鐘、乙醚、75%酒精、含氯消毒劑、

過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劑均可有效滅活病毒。氯已定不能有效滅活病毒。



11. 你瞭解冠狀病毒的致病性嗎？
冠狀病毒主要感染成人或較大兒童，引起普通感冒和咽喉炎，某些毒株還

可引起成人腹瀉。病毒經飛沫傳播，糞口途徑亦可以傳播。主要在冬春季流行。

疾病的潛伏期平均3-7天。

衡量一種病毒的危害程度，一看致死率，二看傳染性，相比SARS，2019-

nCoV在這兩方面暫時比較溫和。新型冠狀病毒已具備致死性，尚不能確定致死

率，但其高危性或許低於SARS病毒，處於可防可控的狀態。

12. 冠狀病毒的免疫性是怎樣的？

患者病後免疫力不強，不能防禦同型病毒的再感染。



13. 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

SARS-CoV可引起嚴重急性呼吸

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SARS的主要

症狀有發熱、咳嗽、頭痛、肌肉痛，

以及呼吸道感染症狀。大多數SARS

患者能夠自愈或治癒，病死率約14%，

尤其在40歲以上或有潛在疾病者(如

冠心病、糖尿病、哮喘以及慢性肺病) 

病死率高。



14. 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冠狀病毒---病死率高
於“SARS”。
2015-2016年，MERS在亞洲集中暴發，並且和2003年暴發的SARS有太多的相似性。二者都是由

冠狀病毒引起的呼吸道傳染病，並且都發病較急。那麼，它們之間究竟有哪些區別？

（1）二者傳播速度不同。從2012年9月第一例MERS病例被發現到2015年5月兩年多的時間裡，確診病

例大概有1143個。而SARS從2003年發現第一例病例開始，約半年時間就在世界範圍內的32個國家和地

區確診病例達8422個。

（2）二者傳染性不同。一般認為，“ MERS”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並不容

易，但是“SARS”可在人與人之間迅速傳播。

（3）二者危害性不同。雖然MERS的傳染性比SARS要弱

，但是病死率卻高得多。SARS確診的病例中，死亡率不足 10%；而

MERS病人中，死亡率接近40%，大大超過了 SARS。



15. 什麼是新型冠狀病毒？這種病毒為什麼會流行？

此次引起流行的冠狀病毒為一種變異

的新型冠狀病毒(β屬)，WHO命名為2019-

nCoV。2020年1月10日，第一例2019-

nCoV基因組測序完成，之後相繼有5個樣

本的病毒基因組序列公佈。

由於冠狀病毒發生抗原性變異產生了新型冠狀病毒，人群缺少對變

異病毒株的免疫力，所以可引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流行。



理解傳播風險02
社區獲得性肺炎、傳染源、傳播途徑、預防



16.什麼是社區獲得性肺炎？

社區獲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CAP）指在醫院

外罹患的感染性肺實質炎症（含肺泡壁，即廣義上的肺間質），包括具有明確

潛伏期的病原體感染而在人院後平均潛伏期內發病的肺炎。



17.社區獲得性肺炎的臨床診斷標準是什麼？

（1）社區發病。

（2）肺炎相關臨床表現：

✓ 新近出現的咳嗽、咳痰或原有呼吸道疾病加

重，伴或不伴膿痰/胸痛/呼吸困難/咳血；

✓ 發熱；

✓ 肺實變體症和（或）聞及濕性囉音；

✓ WBC＞10×109/L或＜4×109/L，伴或不伴中性粒細胞核左移。

（3）影像學：胸部X線檢查顯示新出現的斑片狀浸潤性陰影、葉/段實變

影、或間質性改變，伴或不伴胸腔積液。以上1-4項中任何1項加影像學，

除外非感染性疾病可做出診斷。



18. 常見的社區獲得性肺炎由哪些病原體感染引起？

細菌是導致社區獲得性肺炎的主要致病原。鏈球菌肺炎是社區最
常見的細菌性肺炎之一。但是，導致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最常見病原體
是病毒，或者細菌-病毒混合感染。尤其是新型病原體（如新型冠狀病
毒）導致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可能引發流行或大流行。
病原體：肺炎支原體和肺炎鏈球菌。
其他：流感嗜血桿菌、肺炎衣原體、肺炎克雷伯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
銅綠假單胞菌、鮑曼不動桿菌少見。
特殊人群：肺炎克雷伯菌及大腸埃希菌等革蘭陰性菌更常見。
我國成人CAP患者中病毒檢出率15%-34.9%，流感病毒占首位，其他
包括副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人偏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及
冠狀病毒等。
病毒檢測陽性患者5.8%-65.7%可合併細菌或非典型病原體感染。



19. 社區獲得性肺炎如何形成人際迴圈？

理論上所有導致社區獲得性肺炎的病原都存在人際傳播的風險。

病原體從感染源傳播到易感人群的路徑：飛沫傳播、接觸傳播、空

氣傳播。

冬季受氣候和人口流動（春運）等因素的影響，易發生呼吸道

傳染病的局部性大爆發。主要通過病人咳嗽、噴嚏等飛沫直接傳播。



20. 社區存在哪些傳播肺炎的危險因素？

秋冬季是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流行的季節，各種感染都可能出現，特別是上

呼吸道感染與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早期的症狀很難鑒別。

社區獲得性肺炎的感染源主要有：患者、患者家屬、探視者及其生活環境。

社區獲得性肺炎的分佈和結局與下列因素有關：

1.環境狀況：空氣污染物、室內擁擠程度、濕度、室內衛生、季節、溫度；

2.醫療保健服務和控制傳播的預防感染措施的可及性和有效性：疫苗、衛生保

健機構的可及性和隔離能力等；

3.宿主因素：年齡、吸煙情況、宿主的傳染性大小、免疫狀況、營養狀況、既

往感染過或伴有其他病原體感染、身體基礎狀況；

4.病原體特徵：包括傳播方式、傳染力、毒力因素和微生物量（接種量）。



21. 如何預防社區獲得性肺炎？

傳染源控制：
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咳嗽、打噴嚏時，用手或其他材料（手帕、紙巾、布口

罩或者外科口罩） 掩住口鼻，以減少飛沫傳播。接觸呼吸道分泌物後，應該立即
執行手衛生，勤洗手。
個人預防：
1.合理膳食、保證充足營養、保持口腔健康有助於預防肺炎的發生；
2.適量運動，提高免疫能力；
3.戒煙限酒，心理平衡；
4.保持室內通風（可通過自然通風和/或排氣風扇來促進通風狀況；
5.接種疫苗。



22. 室內空氣、地板如何消毒？

1.酒精：酒精能使細菌的蛋白質變性凝固。消毒皮膚可使用75%醫用酒精。

2.蒸籠：從沸騰開始20分鐘即可達到消毒目的，適用於消毒餐具、衣物和包紮傷口的紗
布。

3.煮沸：100℃也能使細菌的蛋白質變性，需要消毒殺菌的物品需要全部浸過水面。適

用於餐具、某些玩具、奶瓶等等小件物品。
4.天然紫外線：天然紫外線就是太陽光，殺菌效果可是不容忽視。適用於空氣、衣物、毛
絨玩具、被褥等。

5.空氣清潔：保持室內空氣清潔，常通風換氣是必要的，尤其在秋冬天氣，別因為寒冷而
忽視了通風。

6.高錳酸鉀溶液：使用5‰高錳酸鉀可消毒餐具、蔬菜和水果，浸泡1分鐘之後用乾淨飲
用水再沖洗一遍即可。

7.漂白粉：漂白粉能使細菌的酶失去活性導致死亡，是非常有效的消毒殺菌法。在桌椅、床
、地板、牆面等使用1-3%漂白水（漂白粉加清水），用抹布擦拭即可達到消毒目的。

8.消毒液：消毒液包含氯能有效消毒殺菌，直接稀釋之後裝在塑膠壺即可進行消毒殺菌，但
需要注意避開食物和餐具。適用於桌、椅、床、牆面、地板等。



23. 哪些人容易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人群普遍易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免疫功能低下和

免疫功能正常人群均可發生，與接觸病毒的量有一定關係。

如果一次接觸大量病毒，即使免疫功能正常，也可能患病。

對於免疫功能較差的人群，例如老年人、孕產婦或存在肝

腎功能障礙人群，病情進展相對更快，嚴重程度更高。

是否感染主要取決於接觸機會，並不是抵抗力強的人

群感染的風險會更低。兒童的接觸機會少，感染的幾率低；

同樣的接觸機會，老年人、有慢性病的人以及抵抗力差的

人感染幾率更大。



24. 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有什麼流行病學特點？

早期收治病例多數有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部分病例為家庭聚

集性發病。已經出現人傳人和醫務人員感染，在武漢市已明顯存在社區傳

播。

新型冠狀病毒已具備致死性，尚不能確定致死率，但其高危性或許低

於SARS病毒，處於可防可控的狀態，但人口流動會加速傳播，增加防控難

度。



25. 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途徑有哪些？

主要傳播方式是經飛沫傳播、接觸傳播（包括

手污染導致的自我接種）以及不同大小的呼吸道氣

溶膠近距離傳播。

前期各醫院收治病例多數有武漢市華南海鮮市

場暴露史，部分病例為家庭聚集性發病，醫務人員

感染風險高。從現在定義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推斷，

近距離飛沫傳播應該是主要途徑。



26. 新型冠狀病毒會人傳人嗎？

目前，95%以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都跟武漢有關

系，去過武漢，或者從武漢來。從一些聚集性病例的發病

關聯次序和醫務人員感染的情況判斷，人傳人的特徵十分

明顯，且存在一定範圍的社區傳播。



27. 什麼是飛沫傳播？

飛沫：一般認為直徑＞5um的含水顆粒

飛沫可以通過一定的距離（一般為1米）進入易感的粘膜表面。由於

飛沫顆粒較大，不會長期懸浮在空氣中。

呼吸飛沫的產生：

1.咳嗽、打噴嚏或說話

2.實施呼吸道侵入性操作，如：吸痰或支氣管鏡檢查，氣管插管或

是翻身、拍背等刺激咳嗽的過程中和心肺復甦等

通過飛沫傳播的病原體：

流感病毒、SARS冠狀病毒、腺病毒、鼻病毒、支原體、A組鏈球菌
和腦膜炎雙球菌（奈瑟菌）等。



28. 什麼是空氣傳播？
即氣溶膠傳播。可通過空氣傳播的顆粒：一般認為直徑＜5um，能在長時

間遠距離散播後仍有傳染性的顆粒。通過空氣傳播的病原體也可以經接觸傳播。

經空氣傳播的病原體有：

專一的空氣傳播：結核桿菌、曲菌

經多種途徑，但以空氣傳播為主：麻疹病毒、水痘帶狀皰疹病毒

通常經其他途徑，但在特殊情況下（如產生氣溶膠的操作—氣管插管/切開、開

放性氣道吸引）通過空氣傳播：天花病毒、SARS冠狀病毒、流感病毒和諾如

病毒等。



29. 什麼是接觸傳播？

直接接觸：病原體通過粘膜或皮膚的直接接觸傳播

➢ 血液或帶血體液經粘膜或破損的皮膚進入人體（主要見於病毒的傳播）

➢ 直接接觸含某種病原體的分泌物引起傳播，如疥瘡

間接接觸：傳染性病原體通過污染的物體或人的傳播

腸道傳染病的病原體多通過間接接觸傳播：

➢ MRSA（耐苯唑/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

➢ VRE（耐萬古黴素的腸球菌）

➢ C.difficile(艱難梭菌)



30. 什麼是可疑暴露者？

是指暴露於新型冠狀病毒檢測陽性的野生動物、物品和環境，且暴
露時未釆取有效防護的加工、售賣、搬運、配送或管理等人員。



31. 什麼是密切接觸者？

與病例（觀察和確診病例）發病後有如下接觸情形之一者：

1.與病例共同居住、學習、工作或其他有密切接觸的人員；

2.診療、護理、探視病例時未採取有效防護措施的醫護人員、家屬或其他

與病例有類似近距離接觸的人員；

3.病例同病室的其他患者及陪護人員；

4.與病例乘坐同一交通工具並有近距離接觸人員；

5.現場調查人員調查後經評估認為符合條件的人員。



32. 為什麼要對密切接觸者醫學觀察14天？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潛伏期平均在 7 天左右，短的在 2～3天，長

的 10～12天。

目前對密切接觸者採取較為嚴格的醫學觀察等預防性公共衛生措施

十分必要，這是一種對公眾健康安全負責任的態度，也是國際社會通行

的做法。參考其他冠狀病毒所致疾病潛伏期、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病例相

關資訊和當前防控實際，將密切接觸者醫學觀察期定為14天，並對密切

接觸者進行居家醫學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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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有什麼臨床表現？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起病以發熱為主要表現，可合併輕度乾咳、乏力、呼
吸不暢、腹瀉等症狀，流涕、咳痰等症狀少見。

一半患者在一周後出現呼吸困難，嚴重者病情進展迅速，數日內即可出
現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膿毒症休克、難以糾正的代謝性酸中毒和出凝血
功能障礙。部分患者起病症狀輕微，可無發熱。多數患者預後良好，少
數患者病情危重，甚至死亡。

實驗室檢查：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正常或降低，淋巴細胞計數減少，
部分患者出現肝酶、肌酶和肌紅蛋白增高。多數患者C反應蛋白和血沉升高，
降鈣素原正常。嚴重者D-二聚體升高。



34. 你瞭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實驗室檢查嗎？

新型冠狀病毒可通過即時熒光 RT-PCR鑒定。每個病例採集上、下呼吸道標本，如支氣管或

肺泡灌洗液、深咳痰液，同時採集發病初期和發病14日後的血清。

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正常或降低，淋巴細胞計數減少，部分患者出現肝酶、肌酶和肌紅蛋白

增高。多數患者C反應蛋白和血沉升高，降鈣素原正常。嚴重者D-二聚體升高。



35. 你知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的胸部影像學特徵嗎？

早期呈現多發的小斑片影及間質改變，以肺外帶明顯，進而發展為雙肺

多發磨玻璃影、浸潤影，嚴重者可出現肺實變，甚至“ 白肺” ，胸腔積液

少見。



36.你知道在臨床上怎樣識別觀察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病例嗎？

同時符合以下2條
1.流行病學史：在發病前兩周內有武漢市旅行
史，或武漢市相關市場，特別是農貿市場直接或
間接接觸史。
2.臨床表現：發熱；具有病毒性肺炎影像學特
徵；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細
胞計數減少；經規範抗菌藥物治療3天(參照中華
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頒佈的《中國成人社區獲得
性肺炎診斷和治療指南(2016年版)》及國家衛生
健康委《兒童社區獲得性肺炎診療規範 (2019

年版)》病情無明顯改善或進行性加重。



37.你知道在臨床上怎樣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
例嗎？

在觀察病例的基礎上，採集痰液、

咽拭子等呼吸道標本進行病毒核酸基因

檢測即可作出病原學診斷。



38. 臨床上如何診斷危重病例？

危重病例是指患者生命體征不穩定，病情變化迅速，兩個以上的器

官系統功能不穩定，減退或衰竭病情發展可能會危及到病人的生命。



3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需要與哪些疾病相鑒別？

1.細菌性肺炎:

常見症狀為咳嗽、咳痰，或原有呼吸道症狀加重，並出現膿性痰或血

痰，伴或不伴胸痛。一般不具有傳染性，並不是一種傳染性疾病。

2.SARS/MERS:

本次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與SARS和MERS冠狀病毒雖同屬於冠狀病毒

這一大家族，但基因進化分析顯示它們分屬於不同的亞群分支，它不是

SARS，也不是MERS病毒，它們的病毒基因序列差異比較大，目前調查顯

示，該病毒人際間傳播能力和致病性均較SARS弱。



40.如果接到疾控部門通知，你是一個密切接觸者，
應該怎麼辦？

按照要求進行居家醫
學觀察，不用恐慌，不要
上班，不要隨便外出，做
好自我身體狀況觀察，定
期接受社區醫生的隨訪，
如果出現發熱、咳嗽等異
常臨床表現，及時向當地
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報告，
在其指導下到指定醫療機
構進行排查、診治等。



41.你知道流感病毒引起的流行性感冒為什麼容易
流行嗎？

流感病毒主要通過空氣中的飛沫、易感者與感染者之間的接觸或與被
污染物品的接觸而傳播。一般秋冬季節是其高發期。人流感主要是甲型流
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引起的。甲型流感病毒經常發生抗原變異，可以進
一步分為H1N1、H3N2、H5N1、H7N9等亞型，當新的流感病毒亞型出現
時，人群普遍對其缺乏免疫力，因此容易引起大流行。



42. 你知道SARS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有什麼異同點
嗎？

新型冠狀病毒、MERS冠

狀病毒、SARS冠狀病毒都屬

於冠狀病毒，但它們並不一樣

，前兩者的傳染性和“ 毒力”

都沒有SARS冠狀病毒大，嚴

重性有差別。



43.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早期症狀有哪些？如何識
別和判斷？

一般症狀：

發熱、乏力、乾咳、逐漸出現呼吸困難，部分患

者起病症狀輕微，可無發熱。

嚴重者：

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膿毒症休克、難以糾正的

代謝性酸中毒、出凝血功能障礙

多數患者為中輕症，預後良好，少數患者病情危

重，甚至死亡。



44. 目前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有無特效藥物和疫苗？

目前對於新型冠狀病毒沒有特效抗病毒

藥物，治療以對症、支持為主。避免盲目或

不恰當的抗菌藥物治療，尤其是聯合應用廣

譜抗菌藥物。

針對新疾病，並無現有可用疫苗。開發

新疫苗可能需要若干年時間。



45. 現在能快速檢測確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嗎？

在符合疑似病例標準的基礎上，痰液、咽拭子、下呼吸道分泌物

等標本行即時熒光 RT-PCR 檢測 2019-nCoV 核酸陽性，就可確診。



46.如果認為自己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需要臨床
治療，應該怎麼辦？

如果認為自己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應該及時就醫。

WHO已發佈了針對疑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造成嚴重急性呼

吸道感染的臨床處置指南。目前對於新型冠狀病毒所致疾病沒有

特異治療方法。但許多健康問題是可以對症處理的，因此需根據

患者臨床情況進行治療。此外，對感染者的輔助護理可能非常有

效。



47. 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如何選擇治療場所？

應在具備有效隔離條件和防護條件的醫院隔離治療，危重病

例應儘早收入ICU治療。



48.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如何治療？

1.臥床休息、加強支持治療，注意水、

電解質平衡，維持內環境穩定。

2.根據病情監測各項指標。
3.根據氧飽和度的變化，及時給與有效
氧療措施。

4.抗病毒治療：目前無有效抗病毒藥物。
5.抗菌藥物治療：加強細菌學監測，有
繼發細菌感染證據時及時應用抗菌藥
物。

6.中醫藥治療：根據症候辯證施治。



49. 臨床解除隔離和出院的標準是什麼？

出院指標第一是病情穩定，發

燒情況好轉。第二是肺部影像學明

顯好轉，沒有臟器功能障礙。患者

呼吸平穩，意識清楚，交流正常，

飲食正常，體溫恢復正常3天以上、

呼吸道症狀明顯好轉，連續兩次呼

吸道病原核酸檢測陰性(間隔至少1  

天)，可解除隔離出院或根據病情轉

至相應科室治療其他疾病。



50.運送患者有什麼轉運原則？

運送患者應使用專用車輛，並做好運送人員的個人防護和車輛消毒。



51. 醫務人員如何做好醫院感染的控制？

醫務人員按照標準預防原則，根據醫療操作可能傳播風險，做好個人
防護、手衛生、病室管理、環境消毒和廢棄物管理等醫院感染控制工作，
避免醫院感染發生。
1.預檢分診處:穿工作服、工作帽，戴醫用外科口罩等。
2.門診、急診、發熱門診和隔離病房:日常接診和查房時，穿工作服、戴
工作帽、醫用外科口罩等;接觸血液、體液、分泌物或排泄物時，加戴乳
膠手套;氣管插管、氣道護理和吸痰等可能發生氣溶膠或噴濺操作時，戴
N95口罩、面屏、乳膠手套，穿防滲透隔離衣，必要時穿防護服和佩戴呼
吸頭罩。對隔離收治的患者，應嚴格執行探視制度，如確需探視，按有關
規定指導探視人員進行個人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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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如何預防冬春季呼吸道傳染病？

1.勤洗手。使用肥皂或洗手液並用流動水洗手，不用污濁的毛巾擦手。
雙手接觸呼吸道分泌物後（如打噴嚏後）應立即洗手。

2.保持良好的呼吸道衛生習慣。咳嗽或打噴嚏時，用紙巾、毛巾等遮住
口鼻，咳嗽或打噴嚏後洗手，避免用手觸摸眼睛、鼻或口。

3.增強體質和免疫力。均衡飲食、適量運動、作息規律，避免產生過度
疲勞。

4.保持環境清潔和通風。每天開窗通風數次，保持室內空氣新鮮。
5.儘量減少到人群密集場所活動，避免接觸呼吸道感染患者。

6.如出現呼吸道感染症狀如咳嗽、流涕、發熱等，應居家休息，及早就
醫。



53.如何保護自己遠離新型冠狀病
毒傳染？

1.冠狀病毒以飛沫傳播為主，正確佩戴醫用外科口罩；

2.打噴嚏或者咳嗽時不要用手直接遮擋；

3.正確、及時洗手；

4.提高免疫力，儘量少去人多且封閉的場所。加強鍛煉

、規律作息，提高自身免疫力是避免被感染的最重要手段。



54.你知道有哪些類型的口罩嗎？

紙口罩

棉布口罩

活性炭口罩

海綿口罩

外科口罩

 N95口罩



55.你知道怎樣正確使用口罩嗎？

醫用口罩的使用方法：

1.不管是一次性口罩，還是醫用口罩，其實都是有正反面的，就拿一次性口
罩來說，顏色深的是正面，正面應該朝外，而且醫用口罩上還有鼻夾金屬條

2.正對臉部的應該是醫用口罩的反面，也就是顏色比較淺的一面，除此之外
，要注意帶有金屬條的部分應該在口罩的上方，不要戴反了。

3.分清楚口罩的正面、反面、上端、下端後，先將手洗乾淨，確定口罩是否
正確之後，將兩端的繩子掛在耳朵上。

4.最後一步，也是前面提到過的金屬條問題，將口罩佩戴完畢後，需要用雙
手壓緊鼻樑兩側的金屬條，使口罩上端緊貼鼻樑，然後向下拉伸口罩，使口
罩不留有褶皺，最好覆蓋住鼻子和嘴巴。



56.洗手在預防呼吸道傳播疾病中的作用？
手部接觸所涉及的傳播途徑包括經水/食物傳播、血液/血製品傳播、空氣飛沫

傳播、消化道傳播、直接或間接接觸傳播等等。研究表明，正確洗手是預防

腹瀉和呼吸道感染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57.你掌握了正確洗手的方法嗎？

第一步：雙手手心相互搓洗（雙手合十搓五下）

第二步：雙手交叉搓洗手指縫（手心對手背，雙手交叉

相疊，左右手交換各搓洗五下）

第三步：手心對手心搓洗手指縫（手心相對十指交錯，

搓洗五下）

第四步：指尖搓洗手心，左右手相同（指尖放於手心相

互搓洗）

第五步：一隻手握住另一隻手的拇指搓洗，左右手相同

第六步：指尖摩擦掌心或一隻手握住另一隻手的手腕轉

動搓洗，左右手相同。



58.家中有人出現肺炎症狀，應如何照料？

➢將病人與家中其他人隔離開來，至少保持1m距離

➢照料病人時應用口罩遮掩住嘴和鼻子，口罩使用後應丟棄

➢與病人接觸後應用肥皂等徹底洗淨雙手，病人居住空間應保持空氣流通

59.如果感覺自己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應怎麼辦？
應及時到當地指定醫療機構進行排查、診治

懷疑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就醫時，應如實

詳細講述患病情況和就醫過程，尤其是應告

知醫生近期的武漢旅行和居住史、肺炎患者

或疑似患者的接觸史、動物接觸史等。

特別應注意的是，診療過程中應全程佩戴外

科口罩，以保護自己和他人。



60. WHO“健康四大基石”

✓合理膳食

✓適量運動

✓戒煙限酒

✓心理平衡



61.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時，我們怎麼吃才好？

✓不要食用已經患病的動物及其製品；要從正規管道購買冰鮮禽肉，食用禽肉

蛋奶時要充分煮熟。

✓處理生食和熟食的切菜板及刀具要分開。處理生食和熟食之間要洗手。

✓即使在發生疫情的地區，如果肉食在食品製備過程中予以徹底烹飪和妥善處

理，也可安全食用。



62.面對新型冠狀病毒，體育鍛煉要遵循哪些原則？
遵循三條原則:全面鍛煉、循序漸進、持之以恆。

全面鍛煉，一是指盡可能使身體各部位、各系統都得到
鍛煉；二是指盡可能拓寬練習項目和形式，以求發展各
類身體素質。循序漸進，既指運動強度應由小到大，在
身體逐步適應的基礎上不斷提高要求；又指學習動作、
掌握技術要從易到難。持之以恆，是指形成習慣，常練
不懈，直到終生。

63.你知道抽煙、喝酒是怎麼降低人體免疫力的嗎？

吸煙的時候，會導致人體血液中尼古丁含

量增高，容易引起血管痙攣，導致局部器

官短暫性的缺氧，尤其是呼吸道和內臟器

官的氧氣含量減少，容易導致人體抗病能

力的減弱，酒精亦如此。提倡戒煙限酒。



64.你知道心理平衡可以提高人體免疫力嗎？
注重心理因素

注意心理平衡：有心理平衡，才有生理平衡，才能延緩大腦和免疫系
統的老化。

學會自我調控情緒，正確應對各種刺激：積極的生活事件使免疫球蛋
白IgA增高，相反，如面對考試壓力，學生的各項免疫應答指標如NK細
胞活性及淋巴細胞増殖能力均下降。

要養成樂觀、開朗和寬容的性格，要笑口常開。100歲以上的健康老人
有共同點，即心胸開闊、性格隨和心地善良，愛勞動和愛運動。

要學會發洩：有歡樂就可跳一跳或唱一唱，有苦惱不要悶在肚裡，可
向朋友傾訴或大哭一場。

良好的人際關係：有益於免疫力増高、健康和長壽。研究顯示，孤獨
的一年級醫學生、分居或離婚女性的NK細胞活性偏低。

調適人際關係：調節情緒方面，重要的一點是要制怒，生氣嚴重影響
免疫機能。培養良好交往習慣，保持良好精神面貌，注意禮節，注意
交往技巧，要多傾聽，多讚賞，多耐心。



65.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防控措施是什麼？

第一時間發現病人。

隔離：輕症居家隔離或醫院隔離；

•標準預防措施；

•空氣傳播預防措施；

•接觸和飛沫預防措施：勤洗手，出門戴口罩；

•房間通風換氣；

•清潔、消毒：新型冠狀病毒對熱敏感，56℃30 分鐘、75%酒精、含氯消毒

劑、過氧化氫消毒液，氯仿等脂溶劑均可有效滅活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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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在農貿市場怎樣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1.避免在未加防護的情況下與農場牲畜或野生動物

接觸。

2.在人多的地方戴口罩。

3.咳嗽打噴嚏時，用紙巾或袖或屈肘將鼻完全遮住；

將用過的紙巾立刻扔進封閉式垃圾箱內；咳嗽打噴

嚏後，用肥皂和清水或含酒精洗手液清洗雙手。

4.外出回家後及時洗手，如有發熱和其他呼吸道感染

症狀，特別是持續發熱不退，及時到醫院就診。



67. 在家中怎樣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傳染？
1.增強衛生健康意識，適量運動、早睡早起、不熬夜可提高自

身免疫力；

2.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咳嗽或打噴嚏時用紙巾掩住口鼻

，經常徹底洗手，不用髒手觸摸眼睛、鼻或口；

3.居室多通風換氣並保持整潔衛生；

4.盡可能避免與有呼吸道疾病症狀（如發熱、咳嗽或打噴嚏

等）的人密切接觸；

5.儘量避免到人多擁擠和空間密閉的場所，如必須去則佩戴口

罩；

6.避免接觸野生動物和家禽家畜；

7.堅持安全的飲食習慣，食用肉類和蛋類要煮熟、煮透；

8.密切關注發熱、咳嗽等症狀，出現此類症狀一定要及時近

就醫。



68. 在影劇院怎樣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傳染？
傳染病流行期間，儘量不到人流密集和

空氣流通不暢的公共場所，特別是兒童、老
年人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必須去應戴口
罩；在自己咳嗽或打噴嚏時，用紙巾將口鼻
完全遮住，並將用過的紙巾立刻扔進封閉式
垃圾箱內，防止病菌傳播。

69.在公車、地鐵、輪船和飛機等公共交通設施
怎樣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傳染？

公車、地鐵、輪船和飛機等地方都
是人流密集，可佩戴口罩減少接觸病原風
險。在自己咳嗽或打噴嚏時，用紙巾將口
鼻完全遮住，並將用過的紙巾立刻扔進封
閉式垃圾箱內，防止病菌傳播。



70. 在辦公場所怎樣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傳染？

保持工作場所室內不斷的通風換氣；不要隨地吐痰，可以先吐在紙張上

，在方便時再把它扔進封閉式垃圾箱內，在自己咳嗽或打噴嚏時，用紙巾將

口鼻完全遮住，並將用過的紙巾立刻扔進封閉式垃圾箱內，防止病菌傳播；

保持個人衛生，要勤洗手；傳染病流行季節應儘量避免各類聚會。



71. 在醫院怎樣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傳染？
1.去醫院看病、探望病人時，尤其是去醫院的發熱門診

或呼吸科就診時應該戴上口罩；

2.盡可能避免與有呼吸道疾病症狀（如發熱、咳嗽或打

噴嚏等）的人密切接觸；

3.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咳嗽或打噴嚏時用紙巾掩

住口鼻；

4.用肥皂和清水或含酒精洗手液清洗雙手，不用髒手觸

摸眼睛、鼻或口；

5.將用過的紙巾立刻扔進封閉式垃圾箱內；

6.密切關注發熱、咳嗽等症狀，出現此類症狀一定要及

時就近就醫。



72. 醫務人員個人如何防護新型冠狀病毒傳染？

1.醫療人員在診療工作中應當遵循標準預防原則，

嚴格執行手衛生、消毒、隔離及個人防護等措施。

2.在接觸所有患者時應當戴外科口罩。戴口罩前和

摘口罩後應當進行洗手或衛生手消毒。

3.醫務人員進入或者離開發熱門（急）診時，要按照

有關要求，正確穿脫防護用具。



73.你理解醫院的醫生和護士是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的高風險人群嗎？

由於醫務工作者與患者的接觸多於一
般人與患者的接觸，他們屬於感染新型
冠狀病毒的高風險人群。WHO建議醫務
工作者堅持採取適當感染防控措施。

74.你知道怎樣正確認識發熱門診的醫生、護士穿
防護服接診病人嗎？
1.醫務人員是疫情防控的主力軍。醫護人員做好個人的防護，才能更好地救
助廣大患者。

2.為確保醫務人員健康，應加強各類醫院的防控措施，嚴格控制醫院感染
，強化醫務人員防護，關心關愛醫護人員，加強對醫務人員健康的日常監測，
才能有效對疑似病例及時進行檢測和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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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在生鮮市場裡工作，怎樣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傳染？

1.接觸動物和動物產品後，勤用肥皂和清水洗手

2.每天至少對設備和工作區域進行一次消毒

3.在處理動物和生鮮動物產品時，穿好防護服、戴手套和面部防護

4.下班後脫去防護服，每天清洗並將其留在工作區域

5.避免家庭成員接觸未清洗的工作服和鞋



76.到生鮮市場採購，怎樣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傳染？

1.接觸動物和動物產品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

2.避免觸摸眼、鼻、口

3.避免與生病的動物和病變的肉接觸

4.避免與市場裡的流浪動物、垃圾廢水接觸



77.日常生活中，哪些時刻需要洗手？

在咳嗽或打噴嚏後

在照護病人時

在製備食品之前、期間和之後

吃飯前

上廁所後

手髒時

接觸過動物之後



78.新型冠狀病毒的危害性究竟多大？

這次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與SARS冠狀病毒和MERS冠狀病毒有很
大不同。新型冠狀病毒雖然是SARS近親，但還未表現出SARS那麼可
怕的特性。

早年參與過SARS的防治研究工作的流行病毒學家王培忠表示， “   
學界判斷一種病毒的危害性時，一般考慮兩方面因素，一是致死率，二
是傳染性。相比SARS，2019-nCoV在這兩方面都比較溫和。”



79.天氣寒冷，家裡長時間門窗關閉，請問家庭如何
通風？

天氣寒冷時，家裡門窗長時間關閉，加之人員的活動、烹飪等行為，均

會導致室內環境污染濃度逐漸增高，因此，應適當開窗通風換氣。

目前，國內外對通風換氣沒有明文的規定，因此建議通風換氣宜根據室

內、室外環境情況而定。戶外空氣品質較好時：早中晚均可通風，每次時間

在15-30分鐘；戶外空氣品質較差時，通風換氣頻次和時間應適當減少。



80.冠狀病毒體積很小，戴口罩能擋住嗎？

口罩有用。因為口罩的作用是阻擋病毒傳播

的「載體」，而非直接擋住病毒。常見的呼吸道

病毒的傳播方式，包括兩種：近距離的密切接觸

，和遠距離的氣溶膠傳播。所謂的「氣溶膠」，

一般我們能接觸的就是患者的飛沫。合理佩戴口

罩，可有效擋住飛沫，也就能阻斷病毒直接進入

人體內。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一定非要戴KN95 或N95 口罩，一般的外科口罩也可

阻擋大部分粘在飛沫上的病毒進入呼吸道。



81.冠狀病毒那麼厲害，肥皂和清水洗手能管用嗎？

有用。勤洗手，是預防鼻病毒、冠狀病毒等病毒感染的明確措施之一。通過充分

塗抹肥皂和揉搓動作，能有效清除皮膚表面的污垢和微生物，而流水沖洗掉肥皂

也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對皮膚的刺激。基於此，國家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WHO

及美國CDC 等權威機構均推薦用肥皂和清水（流水）充分洗手。



82.旅途在外沒有清水，不方便洗手，怎麼辦？

可以使用含酒精消毒產品清

潔雙手。人冠狀病毒不耐酸不耐

堿，並且對有機溶劑和消毒劑敏

感。75 酒精可滅活病毒，所以

達到一定濃度的含酒精消毒產品

可以作為肥皂和流水洗手的替代

方案。



83.什麼是法定傳染病？

有些傳染病，防疫部門必須

及時掌握其發病情況，及時采取

策，因此發現後應按規定時間及

時向當地防疫部門報告，稱為法

定傳染病。



84.傳染病的防治方針和原則？

國家對傳染病防治實行預防為主的方針，防治結合、分類管理、

依靠科學、依靠群眾的原則。



85.網傳醫用酒精倒在棉片上擦手、手機等能減少病
毒感染風險？

可以達到一定的預防效果。冠狀病毒對有機溶劑和消毒劑敏感，75%酒精、

乙醚、氯仿、甲醛、含氯消毒劑、過氧乙酸和紫外線均可滅活病毒，因此酒

精擦拭手部、手機可以達到一定的預防效果。



86.口罩是不是一直戴都有效？

不管是哪種類型的口罩，防護

效果都是有限的，一定要定期更

換，最好每2至4小時更換一次。

87.我戴上口罩眼鏡上都是霧，
怎麼辦？

正確佩戴口罩的方法：佩戴前洗
乾淨手，一定要貼合面部，正反面正
確，形成密閉的環境，讓通氣經過口
罩而不是四周的縫隙。



88.如需要戴口罩防護，口罩該怎麼選呢？

選擇一：醫用外科口罩。需遵循醫用外科口罩的標準。護理口罩、棉

布口罩、海綿口罩均不推薦。

選擇二：N95醫用防護口罩。防生物和霧霾的兩種中，請選擇防生物

的1860或9132。



89.不同類型的口罩有什麼特點？

N95口罩：

能過濾95% 0.3um顆

粒，對病毒有阻隔作

用。用於經空氣傳播

的疾病。

一次性外科醫用口罩：

分三層：外層有隔水層，

可防止飛沫進入口罩裡面

；中層則有過濾層，可阻

隔90%的5μm的顆粒；近

口鼻的內層用於吸濕。

棉紗口罩：

口罩防病毒效率
低，並且厚重、
悶熱、與面部密
合性差。



90.日常生活中，使用過
後的醫療口罩如何處理
？

如果口罩被分泌物弄濕或弄

髒，必須立即更換。使用後棄

掉口罩，丟棄用於覆蓋嘴或鼻

子的材料，應適當清洗（例如

，使用普通肥皂或洗滌劑和水

清洗）並在取下口罩後進行手

部衛生。



91.醫務人員在哪些情況下應洗手和/或使用手消毒
劑進行衛生手消毒：

➢ 接觸病人前；

➢ 清潔、無菌操作前，包括進行侵入性操作前；

➢暴露患者體液風險後，包括接觸患者黏膜、破損

皮膚或傷口、血液、體液、分泌物、排泄物、傷

口敷料等之後；

➢ 接觸患者後；

➢接觸患者周圍環境後，包括接觸患者周圍的醫療

相關器械、用具等物體表面後。



92.按規定醫療機構相關科室（部門）應配備哪些個
人防護用品？

醫療機構相關科室（部門）應按規定配備：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外科

口罩、防護眼鏡（防霧型）、工作服（白大褂）、防護服、一次性乳膠手套

、一次性鞋套和全面型呼吸防護器或正壓式頭套等。



93.什麼是“ 超級傳播者” ？

某一感染者體內的病毒出現變異或者適應人體的情況，導致該病毒的傳播者能力強，

進而令該患者可傳染很多的密切接觸者，這樣的病人就被稱為“ 超級傳播者” 。

在感染人數判斷上，如果感染人數超過三個，就可以考慮在超級傳播者的範圍內；

如果感染人數超過十個，就應該是比較確切的超級傳播者。



94.“ 超級傳播者” 有哪些特點？

超級傳播者具有以下特點：

1.高齡體質弱者

2.存在其他基礎疾病

他們為數不多，但傳染性較強，是疫情的主要傳播者。



95.什麼是“ 毒王” ？
超級傳播者也可以被稱為“毒王”，“毒王”的第二層含義是傳播者感染的病例，
通常出現重症，甚至多有死亡，“毒王”是病毒變異後感染力和致病性增強的結
果。



96.為什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納入法定乙類傳染病按
甲類管理？

1.這次的病毒，暫時看來還沒有嚴重到

甲類傳染病（鼠疫和霍亂）的水準，

但是公共衛生風險比較大，需要每個

人保持足夠的警惕，做好防護。

2.升級為甲類管理後，上報和公佈速度

會更快。既方便醫療人員對疾病的防

控，也方便大眾瞭解最新情況，及時

應對。



97.特殊人群如何佩戴口罩？

1.孕婦佩戴防護口罩，應注意結合自身條件，選擇舒適性比

較好的產品。佩戴前應向專業醫師諮詢，確認自己的身體

狀況適合。

2.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身體狀況各異，如心肺疾病患者佩戴

後會造成不適感，甚至會加重原有病情，這些人應尋求醫

生的專業指導。

3.兒童處在生長發育階段，其臉型小，建議選擇正規廠家生

產的兒童防護口罩。



98.喝板藍根和熏醋可以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嗎？

不可以，板藍根適用於治療風熱感冒等熱性疾病的治療，

對冠狀病毒是無效的；熏醋所含醋酸本身濃度很低，達不到消毒

效果。



99.居家醫學觀察期間應採取哪些防護措施？

1.家庭內應配備必要的消毒劑和個人防護用品，家庭成員和實施醫學觀察

的人員要做好個人衛生防護、儘量減少接觸。

2.醫學觀察對象儘量單間居住；減少與共同居住者的接觸機會；家庭內保

持通風。其使用後的衛生間做好必要的清潔和消毒工作。

3.醫學觀察對象儘量減少不必要的外出；外出時要戴好口罩，避免到人群

聚集的場所。

4.每天早晚各測量1次體溫，做好記錄。



100.什麼是隔離醫學觀察？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對“ 傳染

病病人” 和“ 疑似傳染病病人” 的密切接觸

者，要在指定場所進行醫學觀察或採取其他

預防措施。

密切接觸者的主要管理措施包括: 

登記並進行7天醫學觀察;

儘量減少外出活動;

疾控機構負責對密切接觸者進行隨訪，

每日測量體溫和健康詢問，做好登記。



101.為什麼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納入檢疫傳染病管理？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的相關規定，基於目前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病

原、流行病學、臨床特徵等特點的認識，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檢疫

傳染病管理，通過對口岸及各類關口、運輸環節等的管控，達到控制疾病通過

人、動物及物品等傳播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