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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临床谱从无症状感染到表现为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严重肺炎以及其它威胁生命的

并发症。轻微症状并无特异性，可能包括头痛、疲

倦、发热、轻微咳嗽、喉咙痛和流鼻涕。一些患者可

能出现胃肠症状，如轻微腹泻。 

1. 发现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为

阳性的无症状者 

自 2012 年以来，约有 20%实验室确诊的中东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病例 1 在接受检测时被归类为无症

状或只有轻微疾病者。这些只有轻微症状或无症状的

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阳性者是在开展主动

病例监测 2 或接触者调查 3 过程中进行实验室筛查检

验发现的。但是，实际工作中很难将一个病例归为无

症状，因为虽然该人可能在检测时没有任何症状，但

却有可能在感染过程中出现病症。 

目前，无症状的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阳性

者传播病毒的可能性尚不明确。一项研究发现，在首

次检测阳性后第 12 天，有 30%曾接触过病例的无症

状者或只有轻微症状者（n=13）的上呼吸道病毒核糖

核酸检验仍然为阳性 4。另外一项研究报告，在长时

间之后（5 周以上）仍然从一位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

应检测阳性的无症状医务工作者身上发现鼻病毒核糖

核酸 5。 

如果可行，作为卫生保健环境在疫情中的谨慎措

施，世卫组织建议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确诊病

例的所有密切接触者，特别是医务工作者和其它住院

病人在医院接触者（例如非医务工作者、患者和访

客），进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检测，不论其是

否出现症状。 

这种做法可能会使我们发现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

应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无症状者。为确保进行适当管

理，无症状这一点应单独确认。将另文描述如何管理

只有轻微症状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患者的建议
6。 

一些最初只有轻微症状的人会出现严重的下呼吸

道疾病或是肾功能衰竭，所以应进行仔细的临床观

察。 

2. 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为阳性

的无症状者的隔离和后续工作 

在了解更多情况之前，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

测结果为阳性的无症状者应予隔离，每天检查是否出

现症状，并且至少每周化验一次，或者如果出现了中

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症状，则应缩短化验间隔。 

隔离地点（医院或家里）将取决于卫生保健系统

内的隔离床位、其对卫生系统环境外的逆转录 – 聚合

酶链反应检测阳性的无症状者每天开展监测的能力以

及相关家庭及其成员的状况 8。 

关于在哪里隔离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

阳性的无症状者的决定应以仔细的临床判断为基础。

决定应参考以下方面因素： 

 患者出现严重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危险

因素，包括是否存在共病； 

 患者家庭的社会和环境条件 1，例如基本的个人

卫生程序以及是否能够遵守不去上班和不去社

交场所（如购物和上学）等限制；以及 

 是否有家庭成员患与严重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感染风险增加有关的共病。 

隔离应持续到间隔至少 24 小时采集的两次连续

上呼吸道标本（如鼻咽拭子和/或口咽拭子）的逆转

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为阴性。 

2.1. 在医院隔离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

果为阳性的无症状者 

无症状的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为阳性

的人入院需采用标准的防范措施，与其它人在空间上

区分开来，并且及时观察发现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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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无症状者的家庭隔离 

在对无症状的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为

阳性的人进行家庭隔离时，应就以下事项向该人及其

家人提供明确的指示： 

 与可能的家庭或社交接触者进行充分的物理隔

离，特别是与那些存在罹患严重中东呼吸综合

征冠状病毒病的危险因素的人（例如单独的房

间和卫生间）； 

 单独在房间用餐，避免与他人分享食物或是尽

可能避免与他人同处一室； 

 谢绝访客、避免出行； 

 基本的个人卫生程序，包括经常用肥皂和水或

是速干手消毒液洗手； 

 如偶尔需要咳嗽或擤鼻涕，用纸巾盖住口鼻，

如持续咳嗽和擤鼻涕，则该人应确定为出现症

状者； 

 至少每天有指定的卫生保健提供者监测症状，

特别是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状或

腹泻； 

 如出现症状，应于何时报告以及如何立即报告；

以及 

 对重点区域和物品进行常规清洁和消毒，见另

文信息 7。 

需要清楚、具体地指示有关人员应避免与家族内

罹患严重疾病风险最大的人直接接触，包括老年人、

孕妇以及任何年龄段的免疫功能低下者或是存在共病

者。 

3. 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为阳性

的无症状医务工作者的隔离及后续工作 

如前文所述，无症状的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

测阳性者传播病毒的可能性尚不明确。因此，应隔离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结果为阳性但无症状的医务工作者，直到间隔至少

24 小时采集的两次连续上呼吸道标本（如鼻咽拭子和

/或口咽拭子）的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为

阴性方可返回工作。检测应至少每周进行一次，直到

出现首次结果为阴性的检测，随后每 24-48 小时进行

一次检测，以缩短医务工作者的隔离时间。 

和任何其它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为阳

性的无症状者一样，对这类医务工作者也应每日进行

症状监测。如果医务工作者随后出现症状，则应根据

针对出现症状者的指导文件 9进行管理。 

但是，万一出现大量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结果为阳性的无症状医务工作者，为确保卫生保健系

统在疫情中继续为所有患者提供服务，一些国家可能

没有条件让所有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机构为阳

性的无症状医务工作者离开工作岗位直到间隔至少

24 小时采集的两次连续标本的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

检测结果为阴性。 

如允许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无症状医务工作者继续工作，建议满足以下条件： 

 卫生保健设施确保全面实施感染预防和控制规

划的核心内容，包括隔离预防措施等技术指南。 

 这些无症状医务工作者应避免护理罹患重症中

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风险高的患者，如新生

儿、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以及接受重症监

护的患者。 

 应支持并监督这些无症状医务工作者遵循以下

做法：1）经常洗手；2）与其他人密切接触时

（例如可能会与包括患者在内的其他人在 1 米距

离内接触时）戴医用/外科手术口罩；3）结果为

阳性时至少每周检测一次，然后可以进行更频

繁的检测直到间隔至少 24 小时的连续两次检测

结果为阴性；4）每天监测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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