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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一种新的人类冠状病毒暴发，并已蔓延到许多国家，导

致上百万的病例和死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由新病毒 SARS-CoV-

2 引起的疾病。 大多数感染者会出现轻度的呼吸道症状，这些症状会自行消

失，但有些人会患上更严重的疾病，例如肺炎。病毒通过与感染者接触传播，

或当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 如果与曾经去过病毒传播

的地区或者与感染新冠状病毒的患者有过密切接触，则感染的风险较高。如果

同时患有其他基础疾病，则会有较高的风险。 
 

本文的目的是为药师和药房工作人员提供冠状病毒暴发（特别是 SARS-COV-2 和

它导致的疾病 COVID-19）的相关临床信息和治疗指南。本文不仅针对基层医疗

机构（如社区药师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院，也面向在医学分析实验室从

事临床生物学检测的药师，同时提供一系列的参考文献，便于查询更多的信

息。 
 

通过决策者、医务工作者、媒体和社区的积极参与，冠状病毒感染是可预防

的，其暴发是可控制的。这已经在之前的冠状病毒暴发（如 2003 年 SARS-CoV

或 2012 年 MERS-CoV）中得到证实，本文旨在帮助药师和药房工作人员预防疾

病的传播，并为其在医疗卫生系统中实施的有效管理提供帮助。 
 

 

公众与患者常见问题的解答 
 

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是一种以前从未被发现过的病毒。它与常在人类中

传播并引起轻度疾病（如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不同。SARS-CoV-2 诊断与冠状

病毒 229E、NL63、OC43 或 HKU1 诊断不同。由于属于不同的病毒种类，SARS-

CoV-2 患者的评估和照护与普通冠状病毒患者相比有所不同。（CDC，2020） 
 

SARS-CoV-2 的来源是什

么？ 

公共卫生部门和专家正在努力确定 SARS-CoV-2 的来源。冠状病毒是一大类病

毒，一些会导致人患病，而另一些会在动物之间传播，包括骆驼、猫和蝙蝠。

为确定该病毒的具体来源，正在对其遗传树进行分析。由于这种病毒与蝙蝠中

某些常见的其他冠状病毒高度相似，因此怀疑是蝙蝠。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是另一种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来自果子狸，而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来自骆驼。（CDC，2020） 
 

该病毒是如何传播的？ 
 

该病毒最初可能来源于动物，但现在已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大多数情况下，

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大约 6 英尺/1.8 米）会导致病毒传播，且该传播主要

是通过被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产生的呼吸道飞沫而导致的，类似于流感和其

他呼吸道病原体的传播。这些飞沫会落入周围人的口、鼻、眼中，可能被吸入

肺部。若接触带有病毒的表面或物体（污染物）然后触摸自己的口、鼻或眼，

可能导致感染。 
 

COVID-19 可以由无症

状者传播吗？ 
 

无症状携带者（或潜伏期内携带者）中的 SARS-CoV-2 传播已被报道。但发生的

比例仍未知。大规模的血清学筛查可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无症状感染发生的范

围并为流行病学分析提供依据。（Mclntosh，UpToDate COVID-19：传播途径，

2020） 
 

孕妇可以将病毒传染给

胎儿吗？ 
 

在怀孕期间，关于 COVID-19 的信息很少。尚未确定宫内或围产期传播。在两个

报告中，包括总共 18 名怀疑或确诊为 COVID-19 肺炎的孕妇，没有实验室证据

表明该病毒会传播给新生儿。但是，已有两个新生儿感染病例的报道。在一个

病例中，婴儿在与确诊感染的母亲以及另一名妇女密切接触后的第 17 天确诊。

另一例在出生后 36 小时确诊，传播的来源和时间尚不清楚。（Mclntosh，

COVID-19 特殊情况：孕妇，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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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会造成病毒的母婴

传播吗？ 
 
 

在对患有 COVID-19 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女性的有限研究中，未

在母乳中检测到冠状病毒；但是，尚不知道 COVID-19 是否可以通过母乳传播。

母乳可以预防多种疾病。仅在极少数情况下不建议母乳喂养。CDC 对于这两种

病毒（SARS-CoV 和 MERS-CoV）的母乳喂养均无特殊指导。CDC 建议患有流感

（类似于 COVID-19）的母亲继续母乳喂养，同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将病毒传

播给婴儿。鉴于呼吸道病毒通过母乳传播的风险较低，WHO 目前认为，患有

COVID-19 的母亲可以母乳喂养。（Academy of Breastfeeding Medicine，2020） 
 

SARS-CoV-2 与 MERS-

CoV 或 SARS 病毒相同

吗？ 
 

不相同。冠状病毒是一大类病毒，一些会导致人患病，而另一些会在动物之间

传播，包括骆驼、猫和蝙蝠。近期出现的 SARS-CoV-2 与导致 MERS 或 SARS 的冠

状病毒不同。但是，遗传分析表明，它是从与引起 SARS 的病毒有关的一种病毒

中产生的，正在进行研究以了解更多信息。目前情况进展迅速，相关信息将随

时更新。（CDC，2020） 
 

我发烧和咳嗽，可能是

SARS-CoV-2 吗？ 
 
 

如果与 COVID-19 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您可能需要随访和检测。COVID-19 的

症状并不特异，且可能与季节性流感或其他疾病非常相似。但是，如果出现了

任何症状，建议先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并遵循所在国家卫生部门的相关要求。

如果年龄超过 65 岁，或患有其他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

病、癌症或其他可能降低免疫功能的疾病（原发性或继发性），则发展为重症

的风险可能更高，建议寻求适当的医疗照护。 
 

我该怎么做才能保护自

己免受感染？ 
 

应采取常规卫生措施以防止感染传播，包括：定期洗手，咳嗽和打喷嚏应用弯

曲的肘部或一次性纸巾掩盖口鼻，彻底煮熟肉和蛋。避免与任何出现呼吸道疾

病症状（如咳嗽和打喷嚏）的人密切接触。（英国皇家药学会，2020） 
 

是 否 有 预 防 或 治 疗

COVID-19 的 特 效 药

物？ 
 

迄今为止，没有推荐用于预防或治疗 COVID-19 的特效药物。 但是，感染病毒的

患者应得到合理照护以缓解和治疗症状，重症患者应得到最佳的支持治疗。正

在研究特效药物，并即将进行临床试验。WHO 正在与合作伙伴一同帮助加快研

发工作。（WHO，2020） 
 

不推荐以下措施作为 COVID-19 感染的补救措施，因为它们不能起到有效的保护

作用，甚至可能有害： 

 服用维生素 C； 

 饮用传统草药茶； 

 戴多个口罩以增强防护； 

 自我用药，如使用抗生素； 

 其他无证据表明有效的替代疗法。 
 

无论如何，如果您发烧、咳嗽和呼吸困难，请尽早就医，以减少发生更严重感

染的风险，并确保与医务人员分享您最近的旅行史。 
 

肺炎疫苗可以保护您免

受 COVID-19 的 侵 害

吗？ 
 

不能。肺炎疫苗，如肺炎球菌疫苗（PV）和 B 型嗜血杆菌流感（Hib）疫苗，不

能提供针对 COVID-19 的保护。该病毒非常新且与众不同，需要自己的疫苗。研

究人员正在尝试开发，而 WHO 也正在给予支持。尽管 PV 和 Hib 对 COVID-19 无

效，但强烈建议接种预防呼吸道疾病的疫苗以保护您的健康。（WHO，2020） 
 

抗生素对治疗 COVID-

19 有效吗？ 

无效。抗生素不能抵抗病毒，抗生素只对细菌感染起作用。COVID-19 是病毒引

起的，因此不应将抗生素用作预防或治疗的手段。但是，如果您因 COVID-19 住

院，因可能会合并细菌感染，则可能会接受抗生素治疗。（WHO，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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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I 或 ARB 可能增加

COVID-19 严重程度的

风险，是否应该停用？ 
 

没有证据支持以下说法：如果个体感染了 COVID-19，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

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治疗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许多专

业学会或协会已经声明，患者应该继续使用 ACEI 和 ARB 进行治疗，除非医生特

别建议停止治疗。（英国心血管学会和英国心力衰竭学会，2020） 
 

使用包括布洛芬在内的

NSAIDS 药 物 控 制

COVID-19 患者的发烧

和疼痛是否安全？ 
 

当前尚无确切证据表明，使用包括布洛芬在内的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与

增加感染风险或疾病严重程度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性。（欧洲药品管理局，

2020） 
 

在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

成功之前，病毒会发生

突变吗？ 
 
 

会。实际上，该病毒可能已经发生了突变，从而产生至少两种不同的病毒株。

对 103 个 SARS-CoV-2 基因组进行的群体遗传分析表明，这些病毒演变成两种主

要类型（称为 L 型和 S 型）。尽管 L 型（约 70％）比 S 型（约 30％）更为普

遍，但发现 S 型是原始版本。（Xiaolu Tang，2020） 
 

虽然这两种类型的病毒都在当前的暴发中起作用，但 L 型病毒的较高流行率表

明它更具侵袭性。但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虽然病毒一直在变异，但并非所

有的变异都表明疾病的严重程度或传播率增加。事实上，两种新型冠状病毒之

间的差异很小，以至于研究人员甚至不希望将它们归类为单独的菌株。鉴于世

界各地有多个小组正在研究疫苗，因此知道病毒株（或类型）的确切种类数至

关重要。最终的疫苗将必须是针对所有已知毒株的特征（或类型）才是真正有

效的。幸运的是，许多已发现的遗传差异不太可能影响蛋白的表达，这意谓着

病毒的运作方式或引起的症状不会有重大差异。（Technology.org，2020） 
 

多种维生素和免疫促进

剂可以帮助保护个人免

受病毒感染吗？ 

尚无证据表明这些药物中的任何一种能增强免疫力。 虽然维生素和矿物质（如

维生素 A、C 和锌）能保证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行，但尚未有证据显示更高剂量可

让系统运行得更好。 
 

当避免受到环境侵害且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时，身体的各部分（包括免疫系统）

都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哈佛医学院，2014） 

 不吸烟； 

 摄入富含水果和蔬菜的饮食； 

 定期锻炼； 

 保持健康的体重； 

 避免饮酒或仅适度饮酒； 

 充足的睡眠； 

 采取措施避免感染，例如经常洗手和彻底煮熟肉类； 

 尝试减轻压力。 
 

感染过 COVID-19 的患

者康复后，有可能再次

感染吗？ 

COVID-19 的免疫应答机制尚未明确。感染过 MERS-CoV 的患者康复后短时间内

不太可能再次感染，但尚未明确 COVID-19 感染者是否有类似的免疫保护。

（CDC，2020） 
 

天气变暖后，COVID-19

会自动消失吗？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尽管其作用机理尚不清楚，我们有理由推测，

与其他 β 冠状病毒类似，其在冬季的传播效率可能比夏季高。但变化程度较

小，尚不足使其自行停止传播。SARS-CoV-2 作为一种全新的病毒，类比大规模

流感，预期人类对其免疫力较低，因而在冬季以外的季节也会传播。季节改变

和学校放假可能会有所帮助，但不太可能停止其传播。确定儿童是否是重要的

传播者对于制定有效政策是非常关键的 ，以便确定学校停课是否有助于减慢传

播速度，否则停课将造成资源浪费。（Lipsitch，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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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 COVID-19 疫情的

地区收到信件或包裹是

否安全？ 
 

安全。商品受到感染者污染的可能性很低，由于运输中的商品会暴露于不同条

件和温度下，经由其导致 COVID-19 感染的风险也很低。（WHO，2020） 
 

COVID-19 可以通过蚊

子叮咬传播吗？ 
 

不会。COVID-19 是一种呼吸道病毒，主要通过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产生的飞

沫传播，或通过唾液飞沫、鼻腔排泄物传播。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蚊子可以传播

这种疾病。（WHO，2020） 
 

医用口罩能有效保护我

免受感染吗？ 
 

戴医用口罩是预防措施之一，以限制某些呼吸系统疾病（包括 COVID-19）在受

影响地区的传播。但是，仅使用口罩不足以提供足够保护，应采取其他重要措

施，包括适当的手卫生以及其他感染控制和预防措施。（WHO，2020） 
 

在公共场合佩戴橡胶/

乳胶手套是否可以有效

地预防 COVID-19？ 

不能。与戴橡胶手套相比，经常洗手对防止 COVID-19 传播可提供更多保护。由

于橡胶手套可能接触过 COVID-19 污染物，在触摸面部（口、鼻或眼）时，污染

物可能造成感染。（WHO，2020） 
 

为什么有些感染者的用

试剂盒检测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阴性？ 

因为某些试剂盒不如其他试剂盒敏感，并且检验结果取决于 COVID-19 感染的时

间和程度。不同试剂盒的诊断技术也不尽相同，主要是通过对病毒基因组不同

部分进行的分子诊断（复杂聚合酶链反应（PCR）或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

PCR）技术）。 
 

我去过疫区，并且有腹

泻症状，会是 COVID-

19 感染吗？ 
 

COVID-19 最常见的症状是发烧、咳嗽和呼吸急促。也可能仅仅以其他轻度症状

出现，包括：低热、咳嗽、全身不适、流涕、喉咙痛，且无任何警告迹象，如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呼吸道分泌物增加（即痰液或咯血）、胃肠道症状（如

恶心、呕吐和/或腹泻），且精神状态没有变化（如糊涂、没有精神）。但是，

如果仅出现腹泻而没有任何呼吸道症状，则不太可能是 COVID-19。 
 

家 里 的 宠 物 会 传 播

COVID-19 吗？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宠物（如狗或猫）可能感染 COVID-19。但是，与宠物接触后，

应该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这样可以保护你免受可在宠物和人类之间传播的常见细

菌（如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感染。（WHO，2020） 

 

我曾去过 COVID-19 病

例数多的国家，我该怎

么办？ 

前往 COVID-19 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或地区旅行，会显著增加 COVID-19 的感染

风险。 
 

若过去的 14 天内曾到这些国家或地区旅行，应注意观察自身症状，并且保持适

当的社交距离，避免人群聚集和在封闭空间内进行小型聚会，在公共场合与他

人应保持 1-2 米的距离 。 
 

如果出现症状，应致电医生，同时立即自我隔离并就医，打电话时告知自己的 

旅行史。重要的是，在出现症状时请不要去工作场所、学校、幼儿园、健身房

或其他公共场所，也不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租车或共享乘车服务。如需就

医，应尽可能在就医途中佩戴外科口罩。 
 

热 扫 描 仪 对 检 测

COVID-19 感染人群的

效率如何？ 

热扫描仪可有效检测因 COVID1-19 感染而发烧的人群（体温通常高于正常

人），但无法检测到已感染但尚未发烧的人，这是因为被感染的人群发病并体

温升高需要 2-10 天。（WHO，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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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谣传 
 

COVID-19 只感染老年

人群或有基础疾病的人

吗？ 
 

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均可感染 SARS-CoV-2 并发展为 COVID-19。老年人及合并基

础疾病（如哮喘、糖尿病、心脏病）的人群感染后通常病情较重。WHO 建议

所有年龄段的人均应通过遵守良好的手卫生和呼吸道卫生等措施保护自己免受

病毒感染。（WHO，2020） 
 

在我们对这种疾病有更

多了解之前，应避免与

来自疫区国家的人接触

吗？ 
 

无论是否来自疫区国家，都应避免与在过去 14 天内曾接触过 COVID-19 确诊患

者的任何人进行密切接触。 

新冠病毒是实验室制造

的吗？ 

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发表并分析了病原体 SARS-CoV-2 的基因组，基本

可以确定，这种冠状病毒与许多其他新发现的病原体一样来源于野生生物。阴

谋论只会制造恐惧、谣言和偏见，并危害抗击病毒的全球合作。（Charles 

Calisher，2020） 
 

具体而言，基因组研究有力地表明，导致 SARS-CoV-2 起源于蝙蝠，没有具体

证据支持其是在实验室中制造的。（Gregory，2020）  （Begley，2020）

（Shan-Lu Liu，2020） 
 

吃 大 蒜 可 以 预 防

COVID-19 吗？ 

大蒜是一种健康食品，可能具有某些抗菌特性。但是，本次疫情中，暂时没有

证据表明吃大蒜可预防 COVID-19。 
 

烟花爆竹产生的废气可

预防 COVID-19 吗？ 
 

不能。吸入烟花爆竹产生的废气是危险的，而且不能杀灭 COVID-19。 

全身喷洒酒精或含氯消

毒剂可杀灭 SARS-CoV-2

吗？ 

不会。全身喷洒酒精或含氯消毒剂不会杀灭已进入体内的病毒。喷洒此类物质

可能损坏衣物或对粘膜（如眼、口）有害。 请注意，酒精和含氯消毒剂都可

用于消毒物品表面，并应恰当地使用。（WHO，2020） 
 

芝 麻 油 可 以 阻 止

COVID-19 进 入 人 体

吗？ 

不会。芝麻油不会杀灭 SARS-CoV-2。有一些化学消毒剂可以杀灭表面的 SARS-

CoV-2，如含漂白剂或含氯消毒剂、乙醚溶剂、75%酒精、过氧乙酸和氯仿。但

这些化学消毒剂几乎不会对皮肤表面或鼻中对病毒产生影响，甚至非常有害。 
 

喝茴香籽液可以预防

COVID-19 感染吗？ 
 

茴香籽液是一种饮料，可能具有一定的保湿作用。但是，此次疫情中没有证据

表明饮用茴香籽液可以预防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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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 

该文档最初是根据截至 2020 年 2 月 5 日的公认证据编写的。该文件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更新了病毒和

疾病的名称，并根据新获得的证据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再次更新。 

 

 

免责声明 

本文档基于出版时引用的知名证据（例如 WHO，美国和欧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的可用证据和建

议。有关 COVID-19 的可用知识正在迅速变化，此类建议可能会相应变化。尽管 FIP 会努力使这些准则

保持最新状态，但我们建议您咨询这些组织的网站以及有关最新更新的任何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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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为准。该文件的版权归 FIP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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