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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具有流行潜力和高死亡率的人类新病原

体如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ＳＡＲＳ)、Ｈ５Ｎ１ 禽流

感、中东呼吸综合征(ＭＥＲＳ)、猪流感的出现严重威胁

人们的健康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武汉市发现一种不明原

因肺炎病例ꎬ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ＶｉｒｕｓｅｓꎬＩＣＴＶ)后来将引起此种

疾病的病毒正式分类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 ２(ＳＡＲＳ－ＣｏＶ－２)ꎮ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将这

种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命名为“２０１９ 新型冠状病毒病

(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ꎬＣＯＶＩＤ－１９)” [１] ꎬ中国命名

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ꎮ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
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ꎬＳＡＲＳ－ＣｏＶ)、中东呼吸综合

征冠状病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ꎬＭＥＲＳ－ＣｏＶ)同属冠状病毒ꎬ其强烈的传播性对

全球公共卫生健康构成了威胁[２－３] ꎮ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病

毒基因组分析显示ꎬ与 ＳＡＲＳ－ＣｏＶ 的核苷酸同源性为

７８％ꎬ与 ＭＥＲＳ－ＣｏＶ 的同源性达到 ５０％[４] ꎬ表明 ＳＡＲＳ
－ＣｏＶ－２ 与 ＳＡＲＳ－ＣｏＶ、ＭＥＲＳ－ＣｏＶ 在病原学、流行病

学及临床特征可能存在相似特征ꎮ 儿童(０ ~ １８ 岁ꎬ不
包括 １８ 岁)处于生长发育过程[５] ꎬ其自我保护意识较

弱ꎬ也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易感人群ꎬ更加值得关

注ꎮ 本文将对目前发表的关于 ＳＡＲＳ － ＣｏＶ、 ＭＥＲＳ －

ＣｏＶ 感染及此次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感染的儿童病例进行

简要综述ꎮ

１　 ＳＡＲＳ 在儿童中的流行和临床特征

１.１ 　 ＳＡＲＳ 在儿童中的流行特征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ＳＡＲＳ 首次在中国南方出现ꎬ到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ꎬＷＨＯ 宣

布疫情得到控制ꎬ最终蔓延 ２９ 个国家ꎬ导致 ８ ０９８ 例

病例和 ７７４ 例死亡ꎬ病死率约为 １０％[６] ꎮ ＳＡＲＳ 的大

多数病例发生在成人中ꎬ儿童病例相对较少ꎬ未出现

死亡病例ꎮ 中国卫生部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份公布的 ２ ７１５
例 ＳＡＲＳ 病例中ꎬ２０ 岁以下儿童青少年感染率占总感

染人数的 ５. １９％[７] ꎮ 首都医科大学收治的 ２２０ 例

ＳＡＲＳ 患者中 １５ 例为 １８ 岁以下的儿童ꎬ占总感染人数

的 ６.８％[８] ꎮ 香港所有近 １ ８００ 例 ＳＡＲＳ 病例中ꎬ只有

６％为儿童或青少年[９] ꎮ ＳＡＲＳ 最常见的传播方式是

密切的人际接触ꎬ包括飞沫传播、接触传播和体液传

播ꎬ潜伏期为 ２ ~ １０ ｄ[１０] ꎮ 儿童更多是通过与确诊成

年人的密切接触(家庭内接触)而感染 ＳＡＲＳ－ＣｏＶ[９] ꎬ
Ｓｔｏｃｋｍａｎ 等[１１] 发现儿童感染 ＳＡＲＳ 患者中 ３６％的病

例报告称曾与确诊为 ＳＡＲＳ 的成年人有密切接触ꎬ其
他感染途径包括社区接触、医院接触、曾经前往有疫

情传播的住宅区或 ＷＨＯ 指定的疫区旅行ꎮ 目前尚无

研究证据表明 ＳＡＲＳ－ＣｏＶ 可通过母婴垂直传播[１２] ꎮ
１.２　 儿童 ＳＡＲＳ 的临床特征　 儿童 ＳＡＲＳ 可发生在各

个年龄段ꎬ受感染的 １２ 岁以下儿童与 １２ ~ １８ 岁青少

年之比为 １ ∶ ２ꎬ男女生感染比例相近[１３] ꎮ 与成人相

比ꎬ１２ 岁以下的儿童 ＳＡＲＳ 患者的临床症状通常较

轻ꎬ病程较短ꎬ感染性较低ꎬ预后良好[１１ꎬ１３－１５] ꎮ 在确诊

儿童中只有 ５％的儿童需要进入重症监护病房ꎬ不到

１％的儿童需要机械通气ꎬ并无死亡报告[１３] ꎮ 儿童

ＳＡＲＳ 患者主要症状为发热ꎬ常见的症状还有咳嗽、恶
心或呕吐以及肺部影像学异常ꎮ 广州儿童医院收治

的 ３３ 例儿童 ＳＡＲＳ 患者中ꎬ男 １７ 例ꎬ女 １６ 例ꎬ年龄最

小 ３ 个月ꎬ最大 １３ 岁ꎬ平均(７.１±３.５)岁ꎮ 所有儿童均

有发热ꎬ发热伴咳嗽者 ３０ 例( ９１％)ꎬ伴咽痛者 ７ 例

(２１％)ꎬ伴鼻塞或流涕者 ６ 例(１３％)ꎬ所有患儿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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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表现为斑片状局灶性浸润性阴影ꎬ经治疗所有儿童

均无并发症出现ꎬ全部治愈[１６] ꎮ 来自中国香港、中国

台湾、新加坡以及加拿大 １３５ 名实验室确诊和疑似

ＳＡＲＳ 儿童病例(８０ 例实验室确诊ꎬ５５ 例疑似病例)
中ꎬ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发烧(９８％)、咳嗽(６０％)和恶

心或呕吐(４１％)、肌肉痛(２９％)、发冷(２８％)和头痛

(２８％)ꎬ９７％的患者出现了肺部影像学异常ꎬ１２ 岁以

上 ＳＡＲＳ 患者的临床表现与成人相似ꎬ１２ 岁以下儿童

的临床症状较轻且预后良好[１０] ꎮ

２　 ＭＥＲＳ 在儿童中的流行和临床特征

２.１　 ＭＥＲＳ 在儿童中的流行特征 　 ＭＥＲＳ 由 ＭＥＲＳ－
ＣｏＶ 引起呼吸道疾病ꎬ自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全
球 ２７ 个国家报告了 ２ ４６８ 例实验室确诊的 ＭＥＲＳ 病

例ꎬ其中大部分来自中东地区[１７] ꎮ ＭＥＲＳ 的平均潜伏

期为 ５ ~ ７ ｄꎬ也有报道称潜伏期为 ２ ~ １４ ｄꎬ病死率极

高ꎬ约为 ３５％[１７－１８] ꎮ 尽管 ＭＥＲＳ 感染病死率较高ꎬ但
儿童感染率及死亡率低于成人ꎬ儿童筛查阳性率为

１.１２％[１９] ꎮ 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ꎬ全球报道的 ７０１ 例

确诊的 ＭＥＲＳ 患者中ꎬ 只有 １４ 例 ( ２％) 是儿童病

例[２０] ꎮ ＭＥＲＳ－ＣｏＶ 已在呼吸道、胃肠道以及空气样本

中被检测到ꎬ这表明该病毒有可能通过空气传播[２１] ꎮ
ＭＥＲＳ 的传播特征有 ３ 种类型:散发性病例、家庭内传

播和卫生保健机构传播ꎬ儿童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家

庭接触和卫生保健机构内获得感染[２２－２３] ꎮ 与 ＳＡＲＳ
类似ꎬ目前并无研究证实 ＭＥＲＳ － ＣｏＶ 存在垂直传

播[２４] ꎮ
２.２　 儿童 ＭＥＲＳ 的临床特征 　 成人 ＭＥＲＳ 病情通常

进展较急ꎬ易恶化ꎬ常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ＲＤＳ)及多器官的衰竭ꎬ致死率高于

ＳＡＲＳ[１８] ꎮ 而多数儿童感染 ＭＥＲＳ－ＣｏＶ 后可无临床症

状或仅表现为轻微的呼吸道症状ꎬ可表现为发热伴咳

嗽ꎬ也可以发展为重症肺炎、肾功能损害或肠道功能

紊乱ꎮ ＭＥＲＳ 儿童病例的模式与 ２００３ 年 ＳＡＲＳ 爆发时

相似ꎬ与成人相比ꎬ儿童受到的影响较小ꎬ２ 岁以下儿

童的病情较轻[２３] ꎮ 在儿童中也存在死亡病例ꎬ主要是

本身具有一些其他疾病合并 ＭＥＲＳ 导致病情加重[２５] ꎮ
Ｔｈａｂｅｔ 等[２６]对报道的 １４ 例 ９ 个月至 １６ 岁儿童 ＭＥＲＳ
病例进行分析ꎬ其中无症状 ９ 例ꎬ有症状 ５ 例ꎬ３ 例患

儿出现了轻微呼吸道症状以及肺部双侧出现弥漫性

浸润ꎬ２ 例患儿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并死亡ꎮ 死亡的 ２
名儿童 ＭＥＲＳ 病例分别合并婴儿肾病综合征和囊性

纤维化ꎬ另一名患有唐氏综合征和潜在心脏病的 １４ 岁

男孩需要氧气支持维持生命来[２７] ꎮ 最新统计显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全球共发生儿童

ＭＥＲＳ 病例 ３１ 例ꎬ其中男性 １７ 例ꎬ女性 １０ 例ꎬ未报告

４ 例ꎬ男女比例为 １.７ ∶ １ꎬ平均年龄(９.８±５.４)岁ꎬ其中

１３ 例(４２％)患儿无临床症状[２３] ꎮ

３　 ＣＯＶＩＤ－１９ 在儿童中的流行和临床特征

３.１　 ＣＯＶＩＤ－１９ 在儿童中的流行特征　 根据 ＷＨＯ 统

计报告ꎬ截至北京时间 ３ 月 ２９ 日ꎬ本次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

情已波及了 ２０２ 个国家和地区ꎬ全球目前累计确诊病

例 ６３４ ８１３ 例ꎬ有 ２９ ８９１ 例死亡ꎬ病死率为 ４.７％ꎬ高于

中国病死率(４.０％) [２８] ꎬ高于普通流感ꎬ低于 ＳＡＲＳ 和

ＭＥＲＳꎮ 目前来看ꎬ儿童病例报道较少ꎬ中国及世界卫

生组织对我国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联合考察后得出ꎬ１８ 岁

以下儿童病例报告占所有报告病例的 ２.４％ꎬ尚无死亡

病例报告[２９] ꎬ国外儿童病例目前数据有限ꎮ ＣＯＶＩＤ－
１９ 主要的传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ꎬ存在气

溶胶和粪－口途径传播可能ꎬ其他传播途径如母婴垂

直传播还不明确[３０] ꎬ潜伏期为 １ ~ １４ ｄꎬ多为 ３ ~ ７ ｄꎬ潜
伏期患者也可能将病毒传播给他人[３１] ꎮ 与以往儿童

ＳＡＲＳ 和 ＭＥＲＳ 冠状病毒的主要传播模式相似ꎬ聚集

性发病是儿童患病的重要流行病学特征ꎬ儿童感染

ＳＡＲＳ－ ＣｏＶ － ２ 的主要方式是家庭内密切接触发

病[３２－３４] ꎮ
３.２　 儿童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临床特征　 儿童在各个年龄

段均易感ꎬ性别无明显差异ꎮ 临床症状相对成人明显

更轻ꎬ恢复的更快ꎬ预后也更好ꎮ 儿童中存在无症状

感染ꎬ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包括发热、干咳ꎬ少数患者出

现上呼吸道症状等以及胃肠道症状[３５－３７] ꎮ 研究报告

显示ꎬ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 月 ２１ 日陕西、甘肃、宁夏、
河北、河南、山东 ６ 省(自治区)共确诊 ３１ 例儿童病例

(６ 月龄 ~ １７ 岁)ꎬ其中男 １５ 例ꎬ女 １６ 例ꎬ７ 例无临床

症状及明显阳性体征ꎬ其余临床症状以发热(２０ 例ꎬ
６５％)和咳嗽(１４ 例ꎬ４５％)为主ꎬ乏力、腹泻ꎬ咽痛、流
涕、头晕、头痛、呕吐等少见ꎬ其中 １６ 例(５３％)胸部 ＣＴ
检查未见明显异常[３４] ꎮ 婴幼儿 ＣＯＶＩＤ－１９ 感染报道

较少ꎬ一般较其他年龄段儿童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表现

轻ꎮ 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确诊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 ９ 例婴

幼儿(７ 月龄~３ 岁)中ꎬ男 ４ 例ꎬ女 ５ 例ꎬ无症状感染者

５ 例ꎬ其余 ４ 例患儿中ꎬ发热 ４ 例ꎬ咳嗽 ２ 例ꎬ流涕 １
例ꎬ症状较轻ꎬ均未出现呼吸困难和消化道相关症状ꎬ
９ 例患儿中 ８ 例 ＣＴ 显示肺部炎症ꎬ但影像学表现不典

型[３７] ꎮ 目前国内未出现儿童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病例ꎬ
国外儿童新冠肺炎感染的报道有限ꎮ 据媒体报道ꎬ美
国伊芝加哥市 １ 名不到 １ 岁的婴儿感染新冠病毒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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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ꎬ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３８] ꎮ

４　 儿童感染特征可能机制

儿童对 ＳＡＲＳ、ＭＥＲＳ 以及 ＣＯＶＩＤ－１９ 表现出低感

染性、临床症状较轻的机制目前还不明确ꎮ 一是可能

由于儿童早期接种疫苗进而产生了交叉免疫ꎮ 首都

儿科研究所布的一项检测结果显示ꎬ儿童的 ＳＡＲＳ 抗

体阳性率超过 ４０％ꎬ可能是与儿童接种的多种疫苗之

间产生交叉免疫有关[３９] ꎮ 二是可能由于儿童免疫系

统发育还不健全ꎬ较少出现成人的超常免疫反应ꎮ 在

一项小鼠模型研究中ꎬＮａｇａｔａ 等[４０] 检测了幼龄和成年

小鼠对 ＳＡＲＳ － ＣｏＶ 的免疫反应ꎬ 发现成年小鼠在

ＳＡＲＳ－ＣｏＶ 感染后产生了过度的先天免疫反应ꎬ肺部

出现急性的过度促炎反应(细胞因子风暴)ꎬ但在幼龄

小鼠中没有发现此种免疫反应ꎮ 而细胞因子风暴通

常会导致急性肺损伤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甚至死

亡ꎮ 三是可能与儿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ＡＣＥ)２ 受体

表达与成人之间的差异有关ꎬ儿童体内 ＡＣＥ２ 受体的

数量或功能不如成人ꎬ而该受体是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结合

和感染人体所必需[４１] ꎮ 四是在儿童时期受各种病毒

感染较多ꎬ其肺部和气道粘膜中同时存在其他一些常

见的病毒ꎬ这些病毒可能与 ＳＡＲＳ－ＣｏＶ、ＭＥＲＳ－ＣｏＶ 及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竞争关系ꎬ因此限

制了冠状病毒的生长复制[４２] ꎮ

５　 小结

ＳＡＲＳ、ＭＥＲＳ 以及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疫情中ꎬ与成人相

比ꎬ儿童表现出低感染性、临床症状轻特点ꎬ且存在无

症状隐性感染者ꎬ重症及死亡病例少见ꎬ感染途径主

要为家庭内接触传播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儿童 ３ 种冠状病毒感染特征

病毒 感染率 感染途径 临床特征

ＳＡＲＳ－ＣｏＶ 约 ６％ [９] 家庭内、社区及医

院接触感染[９]
以发热咳嗽为主ꎬ病
症 较 轻ꎬ 预 后 良

好[１１ꎬ１３－１５]

未证实存在母婴传

播[１２]
无死亡病例[１３]

ＭＥＲＳ－ＣｏＶ 约 ２％ [２０] 家庭内及卫生保健
机 构 内 接 触 感

染[２２－２３]

以发热伴咳嗽为主或
无症状ꎬ少数发展为

重症肺炎[２３ꎬ２５－２６]

未证实存在母婴传

播[２４]
２ 例死亡病例 ( 合并

其他疾病) [２６]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国内约 ２.４％ [２９] 家庭内密切接触感

染[３２－３４]
以发热干咳为主或无
症状ꎬ少数出现胃肠

道症状[３５－３７]

未证实存在母婴传

播[３０]
数据有限ꎬ存在死亡

病例[３８]

　 　 目前仍没有疫苗获得许可用于预防任何冠状病

毒ꎬ治疗方法也很有限[４３] ꎮ 因此ꎬ面对当前急性呼吸

道传染病防治的复杂形势ꎬ预防措施是减少感染的风

险ꎬ加强传染病疫情信息的监测报告ꎬ在疫情暴发早

期及时发现并快速采取应对措施ꎮ 加强对儿童防护

的同时ꎬ儿童家庭成员也要注意防护以防感染ꎬ避免

到人群密集区域尤其是卫生保健机构等高风险区域ꎮ
尽可能减少家庭社区及学校内接触传播ꎬ共同呵护儿

童健康ꎮ

６　 参考文献
[ １]　 ＨＵＡＮＧ Ｃ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ＬＩ Ｘ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ｆｅｃ￣

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２０１９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Ｗｕｈ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Ｊ] . Ｌａｎｃｅｔ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９５(１０２２３):４９７－５０６.

[２] 　 ＪＡＣＫＷＯＯＤ Ｍ Ｗ.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ｗｉｔｈ ａｖｉ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ｅｓ[Ｊ] . Ａｖｉａｎ Ｄｉｓꎬ

２００６ꎬ５０(３):３１５－３２０.

[３] 　 ＣＨＥＮ Ｌꎬ ＬＩＵ Ｗꎬ ＺＨＡＮＧ Ｑꎬ ｅｔ ａｌ. Ｒ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ｍＮＧ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

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ａ ｎｏｖｅｌ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９ Ｗｕｈａｎ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Ｊ] . Ｅｍｅｒｇ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Ｉｎｆｅｃｔꎬ２０２０ꎬ９

(１):３１３－３１９.

[４] 　 ＬＵ Ｒꎬ ＺＨＡＯ Ｘꎬ ＬＩ Ｊ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

ｏｌｏｇｙ ｏｆ ２０１９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ｖｉｒｕ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 ｂｉｎｄｉｎｇ.[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２０２０ꎬ３９５(１０２２４):

５６５－５７４.

[５] 　 陶芳标.儿童少年卫生学[Ｍ].８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２０１７:１
－２.

[６]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ＳＡＲＳ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ｏｎ￣

ｓｅｔ ｏｆ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ｆｒｏｍ 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 ｔｏ ３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３[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３
－０８－０１)[２０２０－０３－３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 / ｃｓｒ / ｓａｒ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ｔａ￣

ｂｌｅ２００４＿０４＿２１ / ｅｎ / ｐｒｉｎｔ.ｈｔｍｌ.

[７] 　 钟其浪ꎬ周润华ꎬ李莹. 我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发病情况的分析

[Ｊ] .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ꎬ２００３(５):２５２－２５４.

[８] 　 韩玫ꎬ刘佑琴ꎬ魏嘉平ꎬ等. １５ 例住院少年儿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患者的回顾分析与思考[Ｊ] .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ꎬ２００３(４):４６０
－４６３.

[ ９] 　 ＬＥＵＮＧ Ｔ Ｆꎬ ＷＯＮＧ Ｇ Ｗꎬ ＨＯＮ Ｋ Ｌ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Ｓ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 Ｒｅｓｐｉｒ Ｒｅｖꎬ２００３ꎬ４(４):３３４－３３９.

[１０] ＳＡＭＰＡＴＨＫＵＭＡＲ Ｐꎬ ＴＥＭＥＳＧＥＮ Ｚꎬ ＳＭＩＴＨ Ｔ Ｆꎬ ｅｔ ａｌ. ＳＡＲ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Ｊ] . Ｍａｙｏ Ｃｌｉｎ Ｐｒｏｃꎬ２００３ꎬ７８(７):８８２－８９０.

[１１] ＳＴＯＣＫＭＡＮ Ｌ Ｊꎬ ＭＡＳＳＯＵＤＩ Ｍ Ｓꎬ ＨＥＬＦＡＮＤ Ｒ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ｖｅｒｅ ａ￣

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Ｊꎬ２００７ꎬ

２６(１):６８－７４.

[１２] ＷＯＮＧ Ｓ Ｆꎬ ＣＨＯＷ Ｋ Ｍꎬ ＬＥＵＮＧ Ｔ Ｎ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ｎａ￣

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 . Ａｍ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２００４ꎬ１９１(１):２９２－２９７.

[１３] ＬＩ Ａ Ｍꎬ ＮＧ Ｐ Ｃ.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ＳＡＲＳ) ｉｎ ｎｅｏ￣

ｎ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Ａｒｃｈ Ｄｉｓ Ｃｈｉｌｄ Ｆｅｔａｌ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Ｅｄꎬ２００５ꎬ９０

(６):Ｆ４６１－Ｆ４６５.

１３６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第 ４１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４



[１４] ＨＯＮ Ｋ Ｌꎬ ＬＥＵＮＧ Ｃ Ｗꎬ ＣＨＥＮＧ Ｗ Ｔ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Ｊ] .

Ｌａｎｃｅｔꎬ２００３ꎬ３６１(９３７０):１７０１－１７０３.

[１５] ＣＨＩＵ Ｗꎬ ＣＨＥＵＮＧ Ｐ Ｃ Ｈꎬ ＮＧ Ｋ Ｌ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３ꎬ４(３):２７９－２８３.

[１６] 曾其毅ꎬ刘丽ꎬ曾华松ꎬ等. 广州地区 ３３ 例儿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临床特点和治疗转归[ Ｊ] . 中华儿科杂志ꎬ ２００３ꎬ ４１( ６):１２ －

１６.

[１７] ＢＡＨＡＲＯＯＮ Ｓꎬ ＭＥＭＩＳＨ Ｚ Ａ. ＭＥＲＳ￣ＣｏＶ ａ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

ｒｙ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 . Ｔｒａｖｅｌ Ｍ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ꎬ

２０１９:１０１５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ｔｍａｉｄ２０１９.１０１５２０.

[１８] ＡＳＳＩＲＩ Ａꎬ ＡＬ￣ＴＡＷＦＩＱ Ｊ Ａꎬ ＡＬ￣ＲＡＢＥＥＡＨ Ａ Ａꎬ ｅｔ 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ꎬ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ꎬ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４７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Ｍｉｄ￣

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ꎬ２０１３ꎬ１３(９):７５２－７６１.

[１９] ＭＥＭＩＳＨ Ｚ Ａꎬ ＡＬ￣ＴＡＷＦＩＱ Ｊ Ａꎬ ＭＡＫＨＤＯＯＭ Ｈ Ｑ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

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ｗｏｒｋｅｒ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ａ ｐ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Ｊ] .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Ｉｎｆｅｃｔꎬ２０１４ꎬ２０ ( ５):

４６９－４７４.

[２０]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 (ＭＥＲＳ－ＣｏＶ) ｕｐｄａｔ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 ０６－ １３) [２０２０－ ０３－

３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 / ｃｓｒ / ｄｏｎ / ２０１４＿０６＿１６ / ｅｎ / Ｍｉｄｄｌｅ.

[２１] ＡＬ￣ＳＥＨＡＩＢＡＮＹ Ｆ 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Ｄ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Ｓａｕｄｉ Ｍｅｄ Ｊꎬ２０１７ꎬ３８(４):３３９－３４３.

[２２] ＨＵＩ Ｄ Ｓꎬ ＡＺＨＡＲ Ｅ Ｉꎬ ＫＩＭ Ｙ Ｊ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ꎬ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ｌｄꎬ ａｎｄ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ꎬ２０１８ꎬ１８

(８):ｅ２１７－ｅ２２７.

[２３] ＡＬ￣ＴＡＷＦＩＱ Ｊ Ａꎬ ＫＡＴＴＡＮ Ｒ Ｆꎬ ＭＥＭＩＳＨ Ｚ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ｓｐｉｒ￣

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ｓ ｒａ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Ｃｌ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２０１６ꎬ５(４):３９１－３９６.

[２４] ＪＥＯＮＧ Ｓ Ｙꎬ ＳＵＮＧ Ｓ Ｉꎬ ＳＵＮＧ Ｊ Ｈ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ＲＳ－Ｃｏ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ａｎ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Ｊ] . Ｊ Ｋｏｒｅａｎ Ｍｅｄ Ｓｃｉꎬ２０１７ꎬ３２(１０):１７１７
－１７２０.

[２５] ＤＡＳ Ｋ Ｍꎬ ＬＥＥ Ｅ 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２０１６ꎬ５３(８):７５２.

[ ２６] ＴＨＡＢＥＴ Ｆꎬ ＣＨＥＨＡＢ Ｍꎬ ＢＡＦＡＱＩＨ Ｈ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

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 Ｓａｕｄｉ Ｍｅｄ Ｊꎬ ２０１５ꎬ３６(４):

４８４－４８６.

[２７] ＭＥＭＩＳＨ Ｚ Ａꎬ ＡＬ￣ＴＡＷＦＩＱ Ｊ Ａꎬ ＡＳＳＩＲＩ Ａ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

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Ｊ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９):９０４－９０６.

[２８]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ＣＯＶＩＤ－２０１９) ｓｉｔ￣

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９)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３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ｏ. ｉｎｔ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 ｎｏｖｅｌ －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２０１９ /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联合考察报告[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

２９)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３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ｃ. ｇｏｖ. ｃｎ / ｊｋｊ / ｓ３５７８ / ２０２００２ /

８７ｆｄ９２５１０ ｄ０９４ｅ４ｂ９ｂａｄ５９７６０８ｆ５ｃｃ２ｃ.ｓｈｔｍｌ.

[３０] ＣＨＥＮ Ｈꎬ ＧＵＯ Ｊꎬ ＷＡＮＧ Ｃ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

ｕｔｅｒｉｎ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ｉｎ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Ｊ] . Ｌａｎ￣

ｃｅｔꎬ２０２０ꎬ３９５(１０２２６):８０９－８１５.

[３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疗方案(第七版)[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３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

ｃｎ / ｙｚｙｇｊ / ｓ７６５３ｐ / ２０２００３ / ４６ｃ９２９４ａ７ｄｆｅ４ｃｅｆ８０ｄｃ７ｆ５９１２ｅｂ１９８９. ｓｈｔ￣

ｍｌ.

[３２] ＣＨＡＮ Ｊ Ｆꎬ ＹＵＡＮ Ｓꎬ ＫＯＫ Ｋ Ｈꎬ ｅｔ ａｌ. Ａ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ｏ￣

ｎｉ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２０１９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Ｊ] . Ｌａｎｃｅｔ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９５(１０２２３):５１４－５２３.

[３３] 姜建渝ꎬ 段铃ꎬ 熊道学ꎬ 等. 儿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病学与

临床特点分析———对儿童疑似病例诊断标准的思考[ Ｊ] .中国小

儿急救医学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７.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ｊａ. ｊ. ｉｓｓ. １６７３￣４９１２. ２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３４] 王端ꎬ 鞠秀丽ꎬ 谢峰ꎬ 等. 中国北方六省(自治区)儿童 ２０１９ 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 ３１ 例临床分析[ Ｊ] . 中华儿科杂志ꎬ２０２０ꎬ５８(４):

２６９－２７４.

[３５] ＣＡＯ Ｑꎬ ＣＨＥＮ Ｙ Ｃꎬ ＣＨＥＮ Ｃ Ｌꎬ ｅｔ ａｌ.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Ｊ] . Ｊ

Ｆｏｒｍｏｓ Ｍｅｄ Ａｓｓｏｃꎬ２０２０ꎬ１１９(３):６７０－６７３.

[３６] ＳＵ Ｌꎬ ＭＡ Ｘꎬ ＹＵ Ｈ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ａｓ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ＶＩＤ－１９[Ｊ] . Ｅｍｅｒｇ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Ｉｎ￣

ｆｅｃｔꎬ２０２０ꎬ９(１):７０７－７１３.

[３７] 周昀ꎬ杨根东ꎬ冯凯ꎬ等. 婴幼儿 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的临床特点及胸

部 ＣＴ 表现[Ｊ] .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２(３):２１５－２２０.

[３８] 王逢治.美国芝加哥一名婴儿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３－ ２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ｊｄ.ｃｏｍ.ｃｎ / ａ / ２０２００３ / ２９ / ＷＳ５ｅ７ｆｄ３９

ｂｅ４ｂ０３ｃｃ９５９２ｄｂ１８７.ｈｔｍｌ

[３９] 伊敏. 四成儿童体内有 ＳＡＲＳ 抗体[Ｊ] .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ꎬ２００３ꎬ

(８):６１－６２.

[４０] ＮＡＧＡＴＡ Ｎꎬ ＩＷＡＴＡ Ｎꎬ ＨＡＳＥＧＡＷＡ Ｈ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ｕｓ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ｄ ｓｅ￣

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ｌｅｔｈａｌ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ｄｅｍａ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ａｄｕｌｔ ｂｕｔ ｎｏｔ ｙｏｕｎｇ

ｍｉｃｅ[Ｊ] . Ａｍ Ｊ Ｐａｔｈｏｌꎬ２００８ꎬ１７２(６):１６２５－１６３７.

[４１]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Ｍꎬ ＫＬＥＩＮＥ￣ＷＥＢＥＲ Ｈꎬ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Ｓꎬ ｅｔ ａｌ. ＳＡＲＳ
－ＣｏＶ－２ ｃｅｌｌ ｅｎｔｒｙ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ＡＣＥ２ ａｎｄ ＴＭＰＲＳＳ２ ａｎｄ ｉｓ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ｂｙ 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 ｐｒｏｖｅｎ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 Ｊ] . Ｃｅｌｌꎬ ２０２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ｃｅｌｌ.２０２０.０２.０５２.

[４２] ＢＲＯＤＩＮ Ｐ. Ｗｈｙ ｉｓ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ｓｏ ｍｉｌｄ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Ａｃｔａ Ｐａｅ￣

ｄｉａｔｒꎬ２０２０.ＤＯＩ: １０.１１１１ / ａｐａ.１５２７１.

[ ４３ ] ＢＯＮＩＬＬＡ￣ＡＬＤＡＮＡ Ｄ Ｋꎬ ＱＵＩＮＴＥＲＯ￣ＲＡＤＡ Ｋꎬ ＭＯＮＴＯＹＡ￣

ＰＯＳＡＤＡ Ｊ Ｐꎬ ｅｔ ａｌ. ＳＡＲＳ－ＣｏＶꎬ ＭＥＲＳ－ＣｏＶ ａｎｄ ｎｏｗ ｔｈｅ ２０１９－ｎｏ￣

ｖｅｌ ＣｏＶ: Ｈａｖｅ ｗ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ｅｎｏｕｇｈ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ｅｓ? －Ａ ｂｉｂ￣

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Ｔｒａｖｅｌ Ｍ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ꎬ２０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

ｔｍａｉｄ.２０２０.１０１５６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０８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３０

２３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第 ４１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