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１　　　　 ·

２０２０年第 ２２卷第 ３期（总第 １９７期）

［基金项目］　“ＣＯＶＩＤ１９防控应急专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ＧＳＥＢＭＫＴ２０２０ＹＪ０２；项目名称：儿童和孕产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快速诊断和综合救治研究）

［作者简介］　王永军，男，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小儿呼吸病学。Ｅｍａｉｌ：９３９８２６６３６＠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　易彬，女，主任医师，研究方向：新生儿医学。Ｅｍａｉｌ：ｗｗｗ０９３１＠１６３ｃｏｍ；杨克虎，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循证医学。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ｋｈ

＠ｌｚｕｅｄｕｃｎ

１１个月婴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愈分析
王永军１，冶小军２，陈麒翔２，张喜民２，易彬１，３，李秀霞４，５，杨克虎５，６

（１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小儿呼吸科，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２甘肃省华亭市第一人民医院，甘肃 华亭 ７４４１００；
３甘肃省儿科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４兰州大学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５甘肃省循证医学与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６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基础医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　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以来，武汉市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暴发流行。随着疫情的扩散，儿童感染病例出现明显
增多趋势，严密关注儿童 ＣＯＶＩＤ１９感染及传播情况，重视儿童感染病例的监测和诊断治疗十分重要。本文报道了１例１１个月
婴儿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治疗情况，分析了患儿的流行病学资料、诊断、临床特征和治疗方案，发现患儿 ＣＯＶＩＤ１９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家庭成员密切接触是患儿感染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主要方式；患儿白细胞计数和淋巴细胞计数均正常，与成人外周血象明显不同；患儿
以消化道症状起病，无发热、咳嗽等临床表现。该病例对儿童感染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防控救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　婴儿；ＣＯＶＩＤ１９；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学；诊断和治疗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５１０５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０９５９（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

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ＶＩＤ１９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１１ｍｏｎｔｈｏｌｄＩｎｆａｎｔ

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ｊｕｎ１，ＹＥＸｉａｏｊｕｎ２，ＣＨＥＮＱｉｘｉａｎｇ２，ＺＨＡＮＧＸｉｍｉｎ２，ＹＩＢｉｎ１，３，ＬＩＸｉｕｘｉａ４，５，ＹＡＮＧＫｅｈｕ５，６

（１．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Ｇａｎｓｕ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５０，Ｃｈｉｎａ；
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ｕａｔｉｎｇＣｉｔｙ，ＧａｎｓｕＨｕａｔｉｎｇ７４４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３．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ａｎｓｕ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５０Ｃｈｉｎａ；
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ａｎｓｕ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５．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ａｎｓｕ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６．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ａ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ａｎｓｕ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ＣＯＶＩＤ１９ｉｎＷｕｈａｎｉ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ｈａｓｓｐｒｅａｄｗｉｄ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ｐａｙｃｌｏｓ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２０１９ｎｏｖｅｌ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２０１９ｎＣｏＶ）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ａｃａｓｅｏｆＣＯＶＩＤ１９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１１ｍｏｎｔｈｏｌｄｉｎｆａｎｔＡｆ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ｗｉｔｈＣＯＶＩＤ１９ｈａ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ｓｃｌｏｓ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ｗ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ｗａｙ
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ｏｇｅｔ２０１９ｎＣｏＶ；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ｏｆ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ｗｅｒｅａｌｌ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ｎｇｅ，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ｏｆａｄｕｌｔ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ｓｔａｒ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ｈａｄｎｏ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ｆｅｖｅｒａｎｄｃｏｕｇｈ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ＣＯＶＩＤ１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ａｎｔ；ＣＯＶＩＤ１９；２０１９ｎＣｏＶ；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出现聚集性
发病的不明原因肺炎。随后，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及

其基因组序列在较短时间内被确定［１］，世界卫生组

织（ＷＨＯ）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Ｃ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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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１９”（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９）［２］。该病毒人群
普遍易感，且存在明显的人传人现象。目前新型冠状

病毒在儿童中尚未出现大范围的传播，儿童感染者

病情相对较轻，国内外暂无儿童死亡病例报告，危重

症患儿也鲜有报道。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较

长，因此，严密关注儿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及传播情

况，重视儿童感染病例的监测和诊断治疗就显得十分

重要。本文拟将甘肃省华亭市第一人民医院成功治

愈的 １例１１个月婴儿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流行病学资料、
诊断、临床特征和治疗方案做一分析报道，以期对儿

童感染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防控救治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　病历资料
患儿，女，１１个月，常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入院

７ｄ前有与 ＣＯＶＩＤ１９疑似病例接触史，腹泻 ５ｄ。
患儿于 ７ｄ前（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与其舅舅（疑诊
ＣＯＶＩＤ１９）有聚餐和密切接触病史，５ｄ前患儿出
现腹泻，每日排黄色稀水便５～６次，每次量少，无

脓血和粘液便，无发热、无呕吐、无咳嗽、无声音嘶

哑、无气粗，尿量正常，精神状态好，食欲如常，玩耍

好，睡眠可。患儿母亲代述有轻微流鼻涕，仍无发

热、咳嗽症状。患儿与其母亲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９日
从重庆乘坐高铁至咸阳，２０日赴患儿姑姑家探亲，
后乘坐私家车回陕西省兴平市，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６日
从陕西省兴平市乘坐私家车回甘肃省华亭市。患

儿舅舅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晨起出现发热、头痛，间
断咳嗽，在甘肃省华亭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隔离

入院治疗，２０２０年 ２月 ７日确诊为 ＣＯＶＩＤ１９。追
踪患儿流行病学史，患儿家族中最早确诊者系患儿

姑姑（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在当地医院确诊），先后有３
次家庭聚餐，密切接触者３８人，其中有４名儿童均
未感染，共诊断 ８人，与患儿均有亲属关系及密切
接触史。目前有２例重症病人（患儿舅舅、患儿姥
爷）经过治疗现已转为轻型，包括患儿在内的其余６
例均为轻型，已经符合出院标准全部出院实行医学

临床观察。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见图１。

图１　流行病学调查资料



　　 · ３　　　　 ·

２０２０年第 ２２卷第 ３期（总第 １９７期）

　　患儿入院查：体温３６５℃，脉搏１０２次／ｍｉｎ，呼
吸２８次／ｍｉｎ，血压９２／６８ｍｍＨｇ，血氧饱和度９６％。
精神尚可，胸廓正常，呼吸节律规则，肋间隙正常，胸

壁无压痛，无胸骨叩痛。双乳对称，未触及包块。呈

胸式呼吸，呼吸运动双侧对称，肋间隙未见明显异常。

语颤正常，未触及胸膜摩擦感，未触及皮下捻发感。

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双肺未闻及干湿性

音。未闻及胸膜摩擦音，语音传导未见明显异常。

腹软，未扪及包块，肝脾肋下未触及，肠鸣音活跃，神

经系统未查及异常。辅助检查结果：血红蛋白 １１４ｇ
·Ｌ－１，白细胞 ９７２×１０９／Ｌ－１，红细胞 ４９×１０１２／Ｌ，
血小板 ３２６×１０９／Ｌ，淋巴细胞数 ７６２×１０９／Ｌ，中性
粒细胞数 １３７×１０９／Ｌ，淋巴细胞比率 ７８４％，中性
细胞比率２０２％。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１０日２次血生
化检，肝功、肾功、心肌酶谱、血糖、乳酸脱氢酶均未见

异常。胸部ＣＴ检查（见图１）：双肺纹理增重增粗，分
布紊乱，双下肺外围胸壁下可见斑片状、磨玻璃样密

度增高影，提示双肺肺炎。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平凉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咽拭子、

血清）阳性，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经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复检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咽拭子、血清）阳

性。诊断为 ＣＯＶＩＤ１９。给予静滴炎琥宁 １００ｍｇ，１
次／ｄ，雾化吸入３０ｕｇ干扰素，２次／ｄ、洛匹那韦／利托
那韦片（克力芝）抗病毒、肠道微生态调节等对症治

疗。患儿大便恢复正常，无发热、呕吐，无明显咳嗽，２
次复查血常规均提示淋巴细胞比例高，淋巴细胞数正

常，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１６日２次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阴性，出院。

注：双下肺外围胸壁下可见斑片状、磨玻璃样密度增高影

图２　患儿胸部ＣＴ

２　讨论
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以来，武汉市出现 ＣＯＶＩＤ１９暴

发流行，疫情很快扩散到全国各地，中国以外２８个国
家发现确诊病例［２］。新型冠状病毒属于 β冠状病毒
群［３］，具有高传染性及高致病性的特征，确诊儿童病

例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文献报道４０２１例确诊患者

中，１０岁以下儿童患者占０３５％，有３例新生儿感染
病例报告，大部分有感染家庭聚集史［４］。疫情在儿

童中扩散，且明显存在家庭聚集性，提示其在儿童中

亦具有较强的传播力［５］。从现有患病人群看，年龄

分布为 ２ｄ～１００岁［６］，无明显性别差异，所以人群普

遍易感，儿童也是易感人群。

本例患儿是普通型病例，以腹泻起病的消化道症

状为突出表现，患儿无发热、咳嗽，胸部 ＣＴ示双下肺
外围胸壁下可见斑片状、磨玻璃样密度增高影，重要

脏器功能均未见明显异常。流行病学史在儿童 ＣＯ
ＶＩＤ１９诊断中的价值是最为重要，这与文献中上海
市１例７岁发热咳嗽患儿，深圳 １例１０岁无症状感
染儿童及西安２例确诊儿童病例均来自家庭聚集病
例的报道一致［７９］。家庭成员密切接触是儿童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方式，与之前报道的儿童感染严

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的主要传播方式非常相似［１０，１１］。该患儿以腹泻

起病，发热、咳嗽症状不明显，仅胸部 ＣＴ提示轻度肺
炎表现。症状上与成人报道 ＣＯＶＩＤ１９临床典型表
现不同，临床症状及体征都不严重。在化验检查方

面，成人报道确诊病例在疾病早期就可出现外周血淋

巴细胞绝对数明显或进行性减少，Ｔ淋巴细胞亚群显
示 ＣＤ４＋和 ＣＤ８＋Ｔ细胞亚群均有降低，提示新型冠
状病毒可消耗淋巴细胞，重症病例通常在起病 ７～１０
ｄ后出现病情进展，提示适应性免疫参与疾病进展期
的免疫性病理损伤。而本例患儿白细胞计数和淋巴

细胞计数均正常，未发生淋巴细胞明显下降现象，这

与成人外周血象的明显不同。目前有报道认为可能

与儿童天然免疫发育不完善，后续适应性免疫应答水

平低下有关，从而使得儿童病例多数临床表现轻

微［１２］。本例患儿咽拭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两次

转阴时间分别为入院后第７天、第９天。患儿根据解
除隔离和出院标准中体温恢复正常３ｄ以上，呼吸道
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吸收外，还

需第二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间隔

至少１ｄ）才能达到出院标准。国内报道第１例患儿
粪便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而美国报道的首例

患者在粪便中亦检出病毒核酸［１３］。浙江大学附属儿

童医院儿童新型冠状病毒诊治指南中提到儿童感染

粪口途径可能是一条未知的传播途径［１４］，提示带病

毒的粪便可能通过污染环境而传播病毒，但粪便排毒

持续时间目前暂无报道，后续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治疗方面，患儿给予干扰素雾化吸入、口服克

力芝、炎琥宁等治疗。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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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药物，治疗中机体清除病毒主

要依赖于人体抗病毒的免疫功能。干扰素是人体抵

抗病毒感染的第一道天然免疫防线，它可通过多种途

径抑制病毒的复制。儿童受到病毒感染后，机体自身

产生干扰素的能力差，故适用外源性干扰素进行抗病

毒治疗。克力芝用于治疗获得性免疫缺陷病，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六版）》中建议使用［１５］，但对于儿童的副作用，如恶

心、呕吐、肝损害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儿童确诊病例目前仍较成人少，且以轻症和无

症状感染为主，陈锋等［１６］报道了中国首例儿童危重

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病原学筛查主要针对疑

似肺炎患者，儿童多数就诊于儿童医院、妇幼保健

院（不一定是定点诊疗医院），因此儿童病例出现漏

诊的可能性更大，无症状者、轻症感染者及呼吸道

症状不明显的病例对诊断造成一定的困难。目前

儿童病例多数系家长传染的聚集现象，也已经发现

有明确的儿童传染给父母的情况，然而鉴于儿童的

特殊群体性，小年龄组非重症监护儿童多数需要父

母进行护理。本例患儿以消化道症状起病，无发

热、咳嗽等临床表现，诊断中最重要的线索是流行

病学史，特别是患儿的监护人为密切接触者，所以

疫情期间，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不可缺少，有的时

候比症状、临床表现更为重要。目前有关儿童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详细流行病学、临床特征、治疗方

案以及不同年龄段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的传播意

义等均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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