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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中病原携带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殷建华，张宏伟*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海军流行病学教研室，上海 200433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已经形成了大流行，目前我国疫情虽然得到了有效控制，但防控
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作为潜在的传染源，健康携带者及潜伏期携带者在疫情蔓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开展高质量
的流行病学调查、特定人群病毒核酸检测，对 COVID-19 病例发生较为频繁的地点开展小规模的筛查工作，以及加强
对不同聚集性疫情调查之间的横向交流等措施，对于聚集性疫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明确 COVID-19 的感染谱、传染
期、是否存在恢复期携带者、院内感染问题及潜伏期的长短，将有助于在今后防控工作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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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and challenge of pathogen carrier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YIN Jian-hua, ZHANG Hong-wei*
Department of Navy Epidemiology, Faculty of Naval Medical,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epidemic has become a pandemic. Although the current epidemic
has been effectively contained in China,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 still facing great pressure. As a potential source of infection,
healthy carriers and latent carrier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Some issues are of great signiﬁca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urrent epidemic situation, including high-quality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detection of viral
nucleic acids in speciﬁc populations, and small-scale screening in locations where COVID-19 cases occur more frequently,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the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clustered epidemic investigations.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trum of infection, infection period, carriers in recovery period, nosocomial infection and the length of incubation period of
COVID-19 can help to take targeted measures in the futu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of this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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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2）。有研究表明 SARS-CoV-2 在潜伏期就具

COVID-19）疫情已经形成了大流行，波及全球多

有传染性［2］，且全国统计数据显示在 COVID-19 报

个国家。截至 2020 年 2 月 27 日 24 时，我国累计

告病例中约有 1.2% 的无症状 SARS-CoV-2 感染者

确诊病例 78 824 例，死亡 2 788 例

。虽然目前我

存在［3］。处于潜伏期的 COVID-19 患者和无症状

国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国际上疫情形势不容乐

SARS-CoV-2 感染者由于不能及时被识别而达不到

观。随着返程复工和各行业陆续恢复正常的工作状

隔离传染源的目的，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的

态，以及境外输入性病例的增加，疫情防控形势依

压力，也是疫情防控所面临的挑战。

［1］

然严峻，时刻不能放松。
控 制 传 染 源、 切 断 传 播 途 径 和 保 护 易 感 人

1

无症状感染者的流行病学意义

群 是 传 染 病 防 控 的 重 要 措 施。COVID-19 的 病

无症状感染者包括感染某病原体但没有出现

原 体 是 严 重 急 性 呼 吸 综 合 征 冠 状 病 毒 2（severe

相应临床症状的所有人，其中有些无症状感染者在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

整个感染过程中始终没有出现临床症状。在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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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与之相对应的是病原携带者，即体内有病原感

所面临的人群过于庞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其

染而无任何临床症状的人。病原携带者是潜在的传

次，在技术手段、时间和人力等方面也不足以开展

染源，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携带者中，在

大规模的筛查工作。

整个感染过程中均无明显症状的个体称为健康携带

因此，在目前疫情防控措施中要采取适合的

者或无症状携带者，发生在有临床表现感染的潜伏

方法和途径，最大限度地达到早发现和早隔离，主

期、恢复期及恢复期后则称为潜伏期携带者和恢复

要的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每一次出现

。一些传染病的潜伏期携带者在潜伏

的 COVID-19 聚集性病例开展高质量的流行病学

期就可排出病原体，因此及时发现潜伏期携带者并

调查，尤其是对传染源不清楚的聚集性病例更应做

加以管理对防止疫情的发展与蔓延具有重要意义。

好流调工作，特别是对病例有无共同暴露场合、

恢复期病原携带者在临床症状消失后一段时间内仍

暴露的时间和人员等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的询问。

能向外继续排出病原体，多数已经处于隔离治疗状

（2）对高度怀疑的人员，即使没有出现 COVID-19

态，对这类携带者的管理比较容易实施。无症状携

的症状，也应开展病毒核酸检测，以便确定是否存

带者一般排出病原体的数量较少、时间较短，但如

在健康携带者。（3）对密切接触者，尤其是发生

果健康病原携带者所占比例较高，则是非常重要的

聚集性案例中的密切接触者，应开展病毒核酸检

［4］

期携带者

［5］

传染源

测；在核酸检测呈阴性时，可使用 2 种不同厂家生

。

辽宁省公布的一组数据表明，在 COVID-19 病

产的核酸检测试剂同时检测，或检测血清中病毒抗

例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 36 名 SARS-CoV-2 核酸阳

体，增加检测方法的灵敏度，以达到早期发现感染

性者中，观察期内没有出现临床症状的有 5 名，占

者的目的，从而控制潜伏期携带者和健康携带者潜

13.89%

；在深圳一个家庭聚集性病例研究中发

在威胁。（4）对 COVID-19 病例发生较为频繁的

现的 7 例核酸阳性者中，1 例没有任何临床表现，

地点如社区可考虑在一定范围内开展小规模的筛查

占 14.29%

。截至 2020 年 2 月 11 日，全国共报

工作，借以发现潜在的传染源。此外，以大数据分

告 COVID-19 病例 72 314 例，其中 889 例为无症状

析作为支撑平台，加强对不同聚集性疫情调查之间

者，占 1.2%

的横向交流及资料的共享，对于深入挖掘聚集性疫

［6］

［2］

。“钻石公主号”疫情中，截至 2020

［3］

年 2 月 5 日有 531 例核酸检测阳性，其中无症状感
染者 255 例，占 48.02%

情发生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7］

。这些数据表明，人群

中有相当比例的没有任何症状的健康携带者或无症

3

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状携带者存在［8-10］。有研究表明，SARS-CoV-2 无

此 次 疫 情 范 围 大、 病 毒 传 播 力 强，在 开 展

症状感染者与轻型感染者之间病毒载量没有明显差

SARS-CoV-2 基础研究及 COVID-19 临床治疗研究

［11］

，无症状感染者作为潜在的传染源在病例持

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及疾病监测工

续出现及疫情蔓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多项

作。尤其在当前疫情防控最关键的时刻，加上各地

研究提示 SARS-CoV-2 在潜伏期具有传染性

。

区开始复工，人员流动开始加大，需要加强对潜伏

因此，在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中应当把重点放在潜

期携带者及健康携带者的监测力度。监测对象不仅

伏期携带者和无症状携带者的发现和隔离上，但这

仅包括国内返程复工人员和重点地区输入人员，还

类人员和其他健康人员在表面上无法区分，给现阶

要将周边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输入人员纳入监测

段疫情防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体系，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联防联控。

别

［2,12］

2

潜伏期携带者及健康携带者的防控措施

现有研究报道的 COVID-19 的潜伏期并不一
致，有报道发现部分感染者潜伏期可超过 20 d，造

对于潜伏期携带者及健康携带者做到早发现

成了聚集性发病［6］。目前对于密切接触者一般采取

和早隔离是防控 SARS-CoV-2 进一步传播的有效措

隔离观察 14 d，对于一些聚集性案例中的密切接触

施，实现的途径是利用筛检方法对人群开展筛查，

者可适当延长隔离观察期，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潜伏

对发现的疑似者进一步检查，从而达到早发现和早

期携带者及健康携带者漏检造成的传播风险［8,13］。

隔离。但大规模筛查的实现有一定的困难。首先，

对 于 目 前 的 COVID-19 疫 情，一 些 相 关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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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明将对疫情防控效率的提高起到极大的促进

染者集中管理治疗［N/OL］. (2020-02-15)［2020-02-28］.

作 用，主 要 包 括：（1） 进 一 步 明 确 此 次 疫 情 中

https://k.sina.com.cn/article_1921169281_7282b781019

COVID-19 的感染谱，特别是无症状携带者所占的
比例、感染时间长短；（2）明确 COVID-19 的传

00ndei.html.
［7］

of the new corona (COVID-19) onboard the Princess

染期、潜伏期的传染性，以及是否存在恢复期携带

Cruises Ship, 2020［J/OL］. medRxiv, 2020. doi:

者；（3）进一步明确 COVID-19 潜伏期；（4）明
确院内感染及相应的防控管理问题等。这些问题的

10.1101/2020.02.24.20027649.
［8］

of COVID-19［J/OL］. JAMA, 2020. doi: 10.1001/

所掌握的数据。对一些模糊认识的逐渐明确将会极
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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