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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防 控 2019 新 型 冠 状 病 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感染流行，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连续发布了“近期防控 2019-nCoV 感染

的肺炎工作方案”“2019-nCoV 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案”“医疗机构内 2019-nCoV 感染预防与控制技

术指南”“2019-nCoV 感染的肺炎病例转运工作方

案（试行）”“2019-nCoV 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

等一系列规范化文件 [1-5]，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布了相

关文件 [6]，有力地指导了 2019-nCoV 感染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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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防控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连续发布了一系列规范化

文件。如何将这些规范化文件落实应用在新生儿科，仍需针对性的指导方案。现制订新生儿科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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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生儿科难以规范化实施 2019-nCoV 感染防

控，主要原因是目前缺乏胎儿 / 新生儿 2019-nCoV 
感染的实验室和临床研究资料，且 2019-nCoV 是否

如其他病毒一样会垂直传播致新生儿感染，尚不清

楚。但鉴于孕产妇是病毒性疾病的易感人群之一，

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新生儿保健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

会和《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组织专家组

制订本建议，旨在明确上述系列规范化文件在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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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的落实细则，加强防范措施，切实阻断母源性、

医源性和社区源性 2019-nCoV 感染的传播途径，全

面促进疫情的有效控制，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一、防控病区设置

1. 新生儿隔离留观病室：凡提供产科或新生儿

医护服务的医疗机构须设置。用于疑似 2019-nCoV 
感染产妇分娩的一般情况良好的新生儿隔离观察与

护理。隔离留观病室应有专用通道，避免与其他病

房交汇，病室布局和管理需要满足单人单间以及实

施有效隔离和护理的要求 [2-3,7-8]。

2. 新生儿隔离观察病区：凡提供新生儿重症监

护病房医护服务的医疗机构均须设置。用于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产妇分娩的新生儿的隔离观

察与救治。隔离观察病区应设置在常规新生儿病房

以外的区域，配有专用通道，不与常规新生儿病房

交汇，病区内按医院感染控制要求严密分隔办公区、

缓冲区和隔离观察区。隔离观察区病房应为单人单

间，床位规模应适应感染隔离实际需要，按不低于

Ⅱ级 B 等新生儿病房标准配置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

以保障隔离观察期间对新生儿实施有效的隔离和

救治 [2-3,7-8]。 
3. 新生儿隔离诊治病区：凡提供新生儿重症监

护病房医护服务的 2019-nCoV 感染防控定点医疗机

构均须设置。用于收治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

产妇分娩的重症新生儿以及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的新生儿。隔离诊治病区应与常规新生儿病房

之间有严密的分隔，具有独立的空气循环系统，有

条件的机构可设置负压病房；须严格区分生活区、

办公区、缓冲区、隔离区，按医院传染病感染控制

病房要求设置合理通道和流程，所有通道不得与常

规新生儿病房直接交汇；床位规模应适应感染防控

实际需要，按不低于Ⅲ级 A 等新生儿监护病房标准

配置设施设备、医务人员，各种防护、诊治和管理

按“医疗机构内 2019-nCoV 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

指南”要求执行 [2-3,7-8]。

新生儿进入隔离留观病室、隔离观察病区或隔

离诊治病区，均应安置于婴儿暖箱中并实施床边隔

离措施，不宜安置于开放式远红外辐射台 [9-10]。

二、产时处置

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产妇分娩，产科应

至少提前 30 min 通知新生儿科医生到产房或手术

室，使其有充足时间完成全面防护措施及设备、器

材准备。

1. 疑似 2019-nCoV 感染产妇产房（手术室）

分娩新生儿的管理：医务人员执行二级防护措施：

戴 N95 口罩、帽子、护目镜、胶手套，穿工作服、

隔离服、防护服，必要时穿连体防护服。娩出的新

生儿由新生儿科医生进行初步体格检查和必要的复

苏后，视新生儿一般情况转入新生儿隔离留观病室

或隔离观察病区 [7,9-11]。

2. 确诊 2019-nCoV 感染产妇产房（手术室）

分娩新生儿的管理：医务人员执行三级防护措施：

二级防护基础上加穿连体防护服、戴面屏、头盔。

娩出的新生儿由新生儿科医生进行初步体格检查和

必要的复苏后转入新生儿隔离观察病区 [7,9-11]。

3. 复苏过程按“2016 中国新生儿复苏指南”要

求进行。由于尚不确定 2019-nCoV 是否存在母婴

垂直传播，以及是否污染羊水，建议新生儿娩出后

不必进行脐带挤压或脐带延迟结扎。 
三、收容原则 
1. 新生儿母亲疑似 2019-nCoV 感染，若新生

儿反应欠佳、呼吸困难、发热等，或母亲存在其他

疾病、发热等，则转入新生儿隔离观察病区进行医

学观察和诊疗。如新生儿一般情况好，可转入隔离

留观病室；随后若产妇连续 2 次 2019-nCoV 核酸检

测阴性（间隔 1 d），可母婴同室或居家护理；如母

亲 2019-nCoV 核酸检测阳性，新生儿需转入新生儿

隔离观察病区 [2,4]。

2. 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产妇分娩的新生

儿，如有重症临床表现应及时转至 2019-nCoV 感
染防控定点医院新生儿隔离诊治病区进一步诊治 [2]。 

3. 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产妇分娩的新生

儿，转入隔离观察病区或隔离诊治病区后，隔离观

察 / 诊治期限需 14 d 以上，达此期限一般情况良好

者若母亲解除隔离患儿亦可解除隔离 [2,5]。建议有条

件的医疗机构常规采集隔离观察病区或隔离诊治病

区新生儿的咽拭子、痰、下呼吸道分泌物、血液等

标本行 2019-nCoV 核酸检测，结果供临床参考。

四、转运管理

（一）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产妇分娩的

新生儿，或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新生儿的院

内、院间转运，应严格按照“2019-nCoV 感染的肺

炎病例转运工作方案（试行）”规范执行

1. 院内转运：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产妇

分娩的新生儿从产房或手术室转入新生儿隔离病区

或病室时，建议使用婴儿暖箱。转运途中注意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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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防护，包括转运前计划好专用通道（专用电梯），

可能接触到的人员如协助转运的工作人员、电梯员

等，应事先做好防护措施。转入隔离病区或病室后，

专用转运通道应按要求做好严格消毒处置 [4,12]。

2. 院间转运：（1）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
染产妇分娩的新生儿，若需转入新生儿隔离观察病

区，而所在医疗机构无此类病区或此类病区床位不

足，应及时转诊到具备新生儿 2019-nCoV 感染防

控能力的医疗机构；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

产妇分娩的重症新生儿以及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的新生儿，若所在医疗机构无新生儿隔离诊治

病区或隔离诊治病区床位不足，应尽快转诊到具备

2019-nCoV 感染新生儿隔离诊治病区的定点医疗机

构；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具备新生儿转诊资质的

医疗机构使用专业转运车辆和专业医务人员负责转

运 [4,12]。（2）转运实施流程 [4,12]：①医务人员和司

机穿戴防护物品：洗手或手消毒→戴帽子→戴医用

防护口罩、面屏、护目镜→穿工作服→穿隔离衣→

戴手套。②车至医疗机构接患儿：将患儿安置在转

运暖箱，妥善固定医疗设备和管线。③转运至接收

医疗机构：患儿送至隔离观察病区或隔离诊治病区。

④车辆及设备消毒：开窗通风。车厢及其物体表面

需要用过氧化氢喷雾或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⑤医

务人员和司机脱摘防护物品：摘手套→洗手或手消

毒→脱隔离衣→洗手或手消毒→摘口罩、帽子、面

屏、护目镜→洗手或手消毒。

（二）在 2019-nCoV 感染流行期间，医疗机

构开展非 2019-nCoV 感染相关重症新生儿转诊工

作，需要严格遵循医学防护程序

1. 转运前：转运调度机构和转运医生应与转出

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详细沟通，询问拟转运患儿家庭

流行病学史；排查母亲及其他家属有无疫区生活或

逗留史、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患者 / 患儿或

疫区来人接触史、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病史，

如上述病史阴性方可转运；如上述病史阳性，需要

按照本建议第三款收容原则和第四款第（一）条处

理。需特别关注患儿家属中公共服务从业者病史。

2. 转运队伍到达转出医疗机构时：仅限 1 名家

属随行。对拟随行家属进行 2019-nCoV 感染流行

病学及病史排查，测量实时体温，完整填写“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期就诊分检表”（表 1），

无异常者方可同行。

3．转运车辆和转运人员管理：司机和医务人员

须穿戴工作服和口罩，车辆和设备定时消毒，不得

随车捎带无关人员，不得在人员密集区域逗留 [4,12]。

五、新生儿居家护理

1. 保持居室通风，生活用品实行专人专用，单

独洗涤消毒处理。设置套有塑料袋并加盖的专用垃

圾桶。用过的纸巾、尿片等放置到专用垃圾桶，每

天清理，清理前用含有效氯 500~1 000 mg/L 的含氯

消毒液喷洒或浇洒垃圾至完全湿润，然后扎紧塑料

袋口 [5,13]。

2. 家庭观察：每天早晚各测体温 1 次，并记

录在册；记录喂养及呼吸情况。若出现发热或反应

及吃奶差、气促等症状应立即到具备新生儿 2019-
nCoV 感染防控能力的定点医院就诊 [13]。

3. 家庭预防性物品消毒：台面、婴儿床等新

生儿日常可能接触使用的物品表面，用含有效氯

250~5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擦拭，然后用清水洗净，

每天至少 1 次；地面每天用含有效氯 250~5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湿式拖地；日常的织物（如毛巾、

衣物、被罩等）用含有效氯 250~500 mg/L 的含氯

消毒剂浸泡 1 h，或煮沸 15 min 消毒。对耐热的物品，

如奶瓶、奶嘴等可煮沸 15 min[3,13]。

六、病房防护

1. 开展新生儿科医务人员全员培训：熟练掌握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期就诊分检表

随车患儿家属姓名                与患儿关系：         

公共服务职业：□是     □  否

一、请您配合流行病学调查，如实填写患儿母亲和其他看

护人是否有下列情况，在符合的项目前打勾：

□ 两周内有发热和呼吸道症状；

□ 两周内有武汉或其他疫区旅行史或居住史；

□ 两周内曾接触过来自武汉或其他疫区发热伴有呼吸道症

状的患者；

□ 两周内接触过的人群有聚集性发病；

□ 两周内有接触野生动物；

□ 以上均无。

二、实测体温     ℃，测量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家长签名：

医师签名：

日期：

表 1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期就诊分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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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nCoV 感染的防控知识、方法与技能。做好医

务人员防护。储备质量合格、数量充足的防护物资，

强化接触传播、飞沫传播和空气传播的感染防控。

正确选择和佩戴口罩以及手卫生是感染防控的关键

措施。

2. 关注新生儿科医务人员健康：合理排班，

避免过度劳累。提供营养膳食，增强医务人员免

疫力。科室开展医务人员主动健康监测登记。加

强感染监测。

3. 加强感染暴发管理：发现疑似 / 确诊 2019-
nCoV 感染的患儿时，应当按照有关要求及时报告，

并在 2 h 内上报信息。严格落实医疗机构感染预防

与控制的各项规章制度，最大限度降低感染暴发的

风险。增强敏感性，启动应急预案，配合做好调查

处置工作 [3]。

4. 做好清洁消毒管理：按照“医院空气净化管

理规范”[14]，加强诊疗环境的通风。严格执行“医

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15]，做好诊疗环境（空气、

物体表面、地面等）、医疗器械、患儿用物等的清

洁消毒，严格处理患儿呼吸道分泌物、排泄物、呕

吐物，严格终末消毒。加强医疗废物管理。将疑似 /
确诊 2019-nCoV 感染患儿产生的医疗废物，纳入感

染性医疗废物管理，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16-17] 有关规

定，进行规范处置。疑似 / 确诊患儿出院、转院时，

应当更换干净衣服后方可离开，按“医疗机构消毒

技术规范”对其接触环境进行终末消毒。疑似 / 确
诊患儿死亡的，对尸体按“医疗机构内 2019-nCoV 
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进行处理 [3,5]。

5. 新生儿入院时必须进行分诊，询问并记录

2019-nCoV 感染家庭及围产期相关接触史。医务人

员将诊疗操作集束化，尽量减少接触患儿。使用辅

助通气的疑似病例加用头罩，头罩内放置负压吸引

管，呼吸机出气端连接过滤器并接入负压吸引器，

吸痰时使用密闭吸痰管。用于人工通气的复苏囊连

接过滤装置 [9-10]。为疑似 / 确诊患儿实施可能产生

气溶胶的操作时（如气管插管、无创通气、气管切开、

心肺复苏、插管前手动通气和支气管镜检查等）：

（1）采取空气隔离措施；（2）佩戴医用防护口罩，

并进行密闭性能检测；（3）眼部防护（如护目镜或

面屏）；（4）穿防体液渗入的长袖隔离衣，戴手套；

（5）操作应当在通风良好的房间内进行；（6）房

间中人数限制在患儿所需护理和支持的最低数量 [3]。

6. 对疑似 2019-nCoV 感染患儿，如无细菌感

染依据，不应使用抗生素。

7. 加强家长教育：使其了解 2019-nCoV 感染

的防护知识，知晓新生儿居家隔离措施、家庭护理

及观察要点。在 2019-nCoV 感染流行期间，暂停新

生儿病房探视和送母乳或捐赠母乳等事宜。特殊情

况需要签署告知书或需要办理出院的家长，须经医

院统一监测排查后方可，且仅允许 1 名家长与新生

儿科医务人员接触。

七、说明

1. 由于目前尚未有 2019-nCoV 感染新生儿的

病例报告和诊治经验，故本建议未涉及“新生儿

2019-nCoV 感染”临床诊治的内容，且防范措施内

容也会不断更新，进一步完善。

2. 建议新生儿科医务人员在实践中注意采集

完整的临床资料，供分析研究 2019-nCoV 与新生

儿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和机制，争取掌握新生儿科

2019-nCoV 感染防控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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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儿童医院新生

儿科），朴梅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夏世

文（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杨传忠（南方

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张雪峰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新生儿科），唐军（四

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钟晓云（重庆市

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李占魁（西北妇女儿童医

院新生儿科），杨慧霞（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

陈敦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产科），封

志纯（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八一儿童医院新

生儿科）

参与讨论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超（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陈

敦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产科），陈

彦香（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程秀永（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科），封志纯（解放

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八一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高喜容（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韩树萍（南

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儿科），何振娟（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科），黑明燕（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中心），巨

容（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妇女儿童医院  成都

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新生儿科），李晓莺（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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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李杨方（昆明市

儿童医院新生儿科），李占魁（西北妇女儿童医

院新生儿科），李正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儿科），林新祝（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厦门

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林振浪（温

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刘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80 医院新生

儿科），刘敬（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刘俐（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科），

刘玲（贵阳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刘兴会（四

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产科），卢宪梅（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新生儿科），毛健（中国医科大学附

属盛京医院新生儿科），梅花（内蒙古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新生儿科），母得志（四川大学华西第

二医院儿科），朴梅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

漆洪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

史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国家儿童健康

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新生儿科），宋元宗（暨

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生儿科），唐军（四川大

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王谢桐（山东大学

附属省立医院妇产科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王竹颖（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生儿科），

夏世文（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杨杰（广

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杨

传忠（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

科），杨慧霞（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易彬（甘

肃省妇幼保健院  甘肃省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儿科），

俞惠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岳少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新生儿科），张雪峰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新生儿科），郑军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新生儿科），钟晓云（重

庆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周晓玉（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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