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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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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 年 12 月湖北武汉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由于河南省的地理位置临近武
汉，加之春节期间人口流动，郑州市的感染病例数不断增加。根据河南省政府发布的疫情公告，本文收集2020年 
1 月 31 日之前郑州市确诊的 55 例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性别、年龄、暴露史、症状出现至确诊时间
及潜伏期等资料，旨在为有效地防控疫情提供流行病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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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December  2019,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broke  out  in Wuhan,  Hubei.  Due 
to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Henan  Province  near Wuhan  and  the  population  flow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number of cases of infection in Zhengzhou is increasing. According to the epidemic announcement issued by the He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collected the clinical data of 55 cases of COVID-19 patients diagnosed in Zhengzhou 
before January 31, 2020. The gender, age, history of exposure, time from symptoms to diagnosis, incubation period, etc 
were analyzed, so as to provide epidemiological data for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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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发生在湖北武汉的不明原因肺炎

的病原为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2020 年 1 月 12 日将其命名为“2019-nCoV”。由于

河南省的地理位置与武汉临近，加之春节期间人口

流动的原因，致使到达河南省的武汉疫区人员大量

增加。作为河南省省会城市，郑州市的感染病例数

也在不断增加。本研究拟对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 

郑州市确诊的 55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

肺炎）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新冠肺炎在

本市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为更好控制疫情提供有

效的防控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根据河南省政府发布的疫情公告，

选择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郑州市确诊的 55 例新冠

肺炎患者，收集其性别、年龄、流行病学史、症状出

现至确诊时间、潜伏期等数据，进行新冠肺炎的流

行病学调查分析。

1.2  统计学分析：使用 GraphPad Prime 8.0 统计软

件及 SPSS 21.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以例表

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55 例新冠肺炎患者中，男性 35 例，

女性 20 例；44 例来自疫区，9 例与疫区人员有接触

史，2 例可能发病原因未知。

2.2  年龄分布（图 1）：55 例新冠肺炎患者年龄

10～69 岁，以每 10 岁划分为 6 个年龄段，各年龄段

均存在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 20～59 岁。

2.3  各年龄段患者的性别比较（图 2）：除 50～ 

59 岁年龄段确诊病例的女性患者多于男性外，其

他年龄段确诊病例均为男性患者多于女性，且各

年龄段患者之间的性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332）。

2.4  从症状出现至确诊时间分析（图 3）：各年龄

段确诊病例从症状出现至确诊的平均时间相近，除

60～69 岁组＞5 d 外，其余各组均＜5 d。

图 1 55 例新冠肺炎患者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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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潜伏期分析（图 4）：排除 2 例未知原因的确诊

病例，其余 53 例中有 9 例未到过疫区但有与来自疫

区人员接触史，首次接触疫区人员至症状出现的时

间为 5～9 d；44 例来自疫区的确诊病例中，从离开

疫区至症状出现的时间为 0～15 d。

3 讨 论 

  河南省紧邻武汉，由于春节期间大批人员流动

至河南省的各个市县，结合武汉疫情的发展情况，本

省各地区也较早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防控措施，并

不断完善加强。河南省于 2020 年 1 月 25 日启动新

冠肺炎一级应急响应。要求在防控期间必须同时采

取以下 3 种措施：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

易感人群。

  本研究显示，55 例已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中，各年

龄段人群均可感染，且发病率无明显差异。≤19 岁

及≥60 岁年龄段的病例数相对较少，这可能与该人

群暴露机会少有关。但由于人群对 2019-nCoV 普

遍易感，因此，所有人群均应进行相应的自我保护，

尤其是免疫力较低的婴幼儿、孕妇和老年人。故对

控制疫情暴发主要应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

目前河南省各地针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及到过疫区

或与疫区人员有接触史的疑似病例均进行隔离观察

和治疗，从而通过控制传染源的继续传播进而控制

疫情的暴发。此外，切断传播途径对控制传染病也

至关重要，目前认为新冠肺炎的主要传播途径为飞

沫和接触传播，已有研究表明，自 2019 年 12 月中旬

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1］。 

9 例未到过疫区，但均为来自疫区的确诊病例的家

属，可见与传染源的密切接触会增加感染风险，也证

实了飞沫和接触传播的传播途径。

  本研究还表明，确诊病例相对潜伏期主要集中

在暴露后 2～5 d，占确诊病例的 58.5%，其中 1 例为

33 d，基于目前整体流行病学调查，该病例很可能为

后期接触或暴露后导致感染；其余病例相对潜伏期

为 0～15 d。此外，该病的主要表现为发热、乏力、

干咳，少数患者可伴有鼻塞、流涕、腹泻等症状，甚

至有病例无明显发热和肺炎症状，故对此类病例应

更为谨慎，对疑似病例应立即隔离治疗。

  为应对此次疫情，郑州市设有治疗新冠肺炎的

定点医院，确诊病例及疑似病例要及时上报，并转

入定点医院进行隔离观察和治疗，避免广泛传播。

目前针对新冠肺炎的治疗主要为一般治疗，包括支

持治疗；根据病情监测患者血常规、C- 反应蛋白

（CRP）、生化指标、凝血功能、动脉血气分析、胸部

影像学；根据血氧饱和度的变化，及时给予有效氧

疗措施；抗病毒治疗及抗菌药物治疗。对于重型及

危重型病例的治疗，在对症治疗基础上，积极防止并

发症，治疗基础疾病，预防继发感染，及时进行器官

功能支持、呼吸支持、循环支持及其他有效必要的

治疗措施。总之，为做好此次疫情的防控工作，应加

强对确诊病例的早治疗，对疑似病例的早发现和早

诊断，以及对健康人群的宣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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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3 例有确定暴露史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潜伏期

图 2 55 例新冠肺炎患者各年龄段性别分布

图 3 55 例新冠肺炎患者各年龄段症状出现 
至确诊的平均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