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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下简称新冠肺炎)传染性强，对人

民健康、国家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影响［1］。为保证新冠肺炎

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定各地确

诊的新冠肺炎患者需要转运至定点医院治疗。如何做好新

冠肺炎患者转运过程中有效衔接，提高转运效率，做好转

运中的防护，保证转运人员安全，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问

题。本研究通过系统检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转运的相

关文献，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提取转运相关建议，并进

行整合汇总，形成关于新冠肺炎患者转运的汇总性建议，

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工作依据，并指导医护人员落实转运

环节中的各项措施，提高转运效率，保障转运安全。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按照“6S”证据金字塔模型进行预检索，中文检索主

题词为：“新型冠状病毒”“冠状病毒感染” “肺部感

染”“新冠肺炎”“职业暴露” “职业防护”“转运”“运

送”“心理护理”“心理治疗”，英文检索主题词为：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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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coronavirusinfection/pulmonary infection/infection
diseases of lung/COVID-19/2019-nCov/occupational exposure/
occupational protective/transport/teansfer/psychotherapy/； 以

“关键词+自由词”的检索方式，最终检索 BMJ Best Prac⁃
tice 、Up To Date、JBI、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家疾病控

制与预防中心（CDC）、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中华

医学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办公室、PubMed、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数

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等网站。检索时限为建库至

2020年6月15日。

1.2 文献入选标准

文献纳入标准：研究对象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及

疑似患者，涉及转运调度方法、转运设备使用方法、心理

与社会支持干预、人员培训方法相关的研究，结局指标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发生率 、转运前评估率、转运消毒隔离

措施落实率、转运中实施心理干预比例、转运中不良事件

发生率和（或）因病毒感染导致的其他临床结局（如肺部

感染、呼吸衰竭、死亡、医护人员职业暴露发生率、院内

交叉感染发生率等），研究类型为共识性指南、专家共识/
意见、证据总结等，研究的语种为中文或英文。排除标

准：文献类型为科技报告、研究方案或计划书、横断面调

查研究，无法获取全文的研究，研究语种非中英文的研

究，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后不符合标准的研究。

1.3 文献质量评价方法

证据质量评价采用约翰霍普金斯的循证实践项目管理

工具（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中的科研证据评价工

具和非科研证据评价工具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2-3］。原

始研究采用科研证据评价工具，基于大型医疗机构/国家

卫生管理部门制定的证据总结、指南、专家共识、专家意

见采用非研究型证据评价工具。纳入的文献由两名经过学

习约翰霍普金斯循证护理的研究人员独立完成质量评价，

意见冲突时，咨询外部专家后由研究小组裁决。如不同来

源的证据结论冲突，遵循循证证据优先，高质量证据优

先，最新发表权威文献优先的原则［4］。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流程

共检索获得相关文献 179篇，剔除重复文献，阅读文

献标题和摘要后，排除不符合研究主题的文献，进一步阅

读全文，经文献质量评价后本研究最终纳入17篇文献，文

献检索流程，见图1。
2.2 纳入文献一般资料

其中指南 1篇［5］，来自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证

据总结 1 篇［6］，来自维普数据库；专家共识 6 篇［7-12］，其

中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篇，医脉通1篇，

中国医学生物文献网2篇，中国知网1篇；论著5篇［13-17］，来

自中国医学生物文献网；专家意见 4篇［18-21］，来自中国知

网。纳入文献的一般资料，见表1。
2.3 非研究型文献的质量评价结果

围绕文献评价的基本要素文献真实性、临床重要性、

实用性进行评价，见表2。

2.4 建议汇总及描述

2.4.1 建议汇总 通过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转运护理

及管理的文献进行阅读，提取相关建议，经过小组讨论整

合汇总，最后小组从患者转运前的调度安排、会诊、具体

流程、车辆、路线、评估、培训，转运中的应急措施、相

关注意事项，转运后的消毒、记录、人员心理状况方面进

行建议汇总，形成11个项目26条汇总性建议，见表3。
2.4.2 汇总性建议分析 第 1、2、3条建议从转运前的调

度安排方面进行阐述，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转运工作应由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筹负责，并对疫情

期间可疑病例的转运提出优先顺序，应优先转运卫生行政

部门指派的转运任务，以确保转运工作有序进行。第 4、5
条总结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转运前的会诊方案，推荐

多种会诊方式以便在转运前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强调了

重症病例应转运到有条件的医院救治，以确保患者安全。

第 6条证据简单总结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确诊患者

及疑似患者转运的流程，临床转运过程中需进行本土转

化，制定适合当地的转运流程，强调了转运过程中个人防

护和车辆消毒以确保转运的安全。第 7~9条对转运急救车

辆标识、停放和车辆内医疗配置、洗消设施作出明确要

求，以便有效控制病毒传播途径。其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患者转运专用车辆要有“ COVID-19 ”标识以区分普通转

运车辆，推荐使用负压救护车转运，强调了负压救护车使

用中的注意事项，打开负压之前医疗仓保持密闭，负压救

护车的医疗仓和负压仓应处于正常区间才能保证负压状

态。在转运过程中实施正确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转运

人员做好个人防护，为患者戴上口罩，避免交叉感染。第

10~12条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转运路线进行阐述，强

调设计转运路线的重要性，院外转运过程中必要时应与交

警部门取得联系，以确保转运途径通畅，院内转运根据医

院布局进行制定，预先安排好院内转运路线、电梯，且每

位院内职工应熟知院内转运路线，转运工作开展前后通知

医院所有科室至每位职工及时避让，提前疏散人群等避免

发生交叉感染。转运路线的制定对整个转运工作的顺利进

行非常重要，转运途中风险大，建议对转运路线做醒目标

记，以免误入。第13、14条对转运前的评估做出了明确的

要求，总结了院内转运需评估的内容和转运风险分级，建

图1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转运的文献筛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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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纳入文献的一般资料

文献责任者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5］

米元元等［6］

国家卫生健康办公厅［7］

国家卫生健康办公厅［8］

卜军等［9］

郭树彬等［10］

中华医学会急诊分会院前急救学组［11］

急诊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共识专家组［12］

陈正等［13］

覃涛等［14］

杨淑红等［15］

卓嫣等［16］

衣颖等［17］

吴巍等［18］

谢明晖等［19］

杨小琴等［20］

王丹等［21］

主题

《中国重症患者转运指南(2010)》(草案)
ICU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及管理的最新文献评价及汇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症病例诊疗方案（试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转运工作方案（试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形势下急性心肌梗死诊治流程和路径

中国专家共识（第1版）

可疑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急诊医学科应对方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院前急救转运方案

急诊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共识

———标准化分级转运方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生儿院间转运应急预案--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儿童医院经验

广西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体外膜氧合临床救治与转

运经验及建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河北医大三院骨科手术室管

理策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华西医院急诊转运感控管理实践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员的隔离转运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患者转运管理

埃博拉病毒病患者转运、出院、死亡过程中的感染控制管理

急诊感染性疾病危重患者院内安全转运的探讨

新冠肺炎患者院前转运及感染控制的实践与思考

文献类型

指南

证据总结

共识

共识

共识

共识

共识

共识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专家意见

专家意见

专家意见

专家意见

发表时间

2010.06
2003.06
2020.01
2020.01
2020.02
2020.02
2020.01
2017.10

2020.03

2020.02

2020.02
2020.02
2020.02
2013.10
2015.08
2010.10
2020.05

数据库来源

②
⑤
①
①
②
③
③
④

③

③

③
③
③
④
④
④
④

注：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②医脉通③中国医学生物文献网④中国知网⑤维普数据库。

纳入文献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5］

米元元等［6］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7］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8］

卜军等［9］

郭树彬等［10］

中华医学会急诊分会院前急救学组［11］

急诊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共识专家组［12］

陈正等［13］

覃涛等［14］

杨淑红等［15］

卓嫣等［16］

衣颖等［17］

吴巍等［18］

谢明晖等［19］

杨小琴等［20］

王丹等［21］

Johns Hopkins非研究型文献的质量评价标准

①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②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④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否

否

否

否

⑤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⑥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表2 非研究型文献的质量评价结果

注：①所包含的所有证据类型是否被识别出。②在开发建议的过程中，是否涉及到恰当的利益相关者。③这些建议的适用群体及不适

用群体是否被明确说明。④是否消除了潜在的偏移。⑤这些建议是否有效（可复制研究，专家共识，独立评论，当下的，各个建议的支持

证据的等级已明确）。⑥所有的建议是否有证据支持。⑦所有的建议是否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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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新型冠状病毒患者转运的汇总性建议

时间

转运前

转运中

转运后

项目

调度

会诊

流程

车辆

路线

评估

培训

应急处理

消毒

记录

心理

汇总建议

1.辖区内新冠肺炎病例转运的指挥调度工作由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筹负责。

2.医疗机构发现新冠状肺炎病例时，需要上报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由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急

救中心，将病例转运至定点救治医院。

3.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流行期间，急救调度员遇有发热、咳嗽病史患者的呼叫情况，应首先考虑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优先调派专门从事发热转运的救护车组实施转运，同时应优先转运卫生行政部门指派

的疑似和确诊病例转运任务。

4.转运前可通过电话会诊或远程会诊的方式请院级的专家组或者市级的专家组直至省级的专家组进行

会诊。

5.重症病例应当尽快转运到本辖区综合力量最强，具备呼吸道传染病防护条件的医院，转运重症病例时

应随车配备必要的生命支持设备。

6.转运流程如下：①穿、戴防护物品。②专用车辆接患者。③给患者戴佩戴外科口罩。④将患者安置在救护

车。⑤转运至所接收的医疗单位。⑥对车辆、设备进行消毒。⑦转运下一例患者。

7.转运救护车辆应停放在急救中心设置的专门停放区域，并进行特殊标记，悬挂“ COVID-19 ”标识，转运

车辆和车载医疗设备等应专车专用，车内配备洗消设施，防护用品。对疑似病例做到一车一人隔离转运。

8.转运时应当在患者上车前关闭驾驶室与医疗舱之间的窗门，开启车窗通风或排风扇通风，冬天应注意

保温。

9.在救护车出发前，按要求实施正确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IPC），包括手卫生和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并

指导转运的患者戴上口罩。

10.转运前应与接收单位及相关人员进行沟通提前做好充分准备确保转运安全。设计转运路线，有需要时

可与交警部门取得联系保证转运路径顺畅。

11.根据当地病房及医院布局，预先安排好转运专用电梯、路线、提前疏散路线中的人群以免交叉感染。

12.重症病例转运决策应充分权衡获益与转运风险。

13.仔细慎重的评估转运的必要性、转运的风险和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

14.依据患者的生命体征、呼吸循环支持等内容对转运风险进行综合分级( Ⅰ级、Ⅱ级、Ⅲ级) 告知转运

风险；根据风险分级标准配备相应转运人员及装备。

15.转运人员具备传染病相关防护知识，接受专业培训，通过应急方案的培训和演练，熟练运用转运工具。

重症患者的转运人员应接受过专业训练，必须具备重症患者转运能力。

16.转运过程中实时评估与监测，并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尽可能保持原有监测治疗措施的连续性。

全程记录转运过程中患者的情况及医疗措施。

17.转运途中医用防护用品（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遇污染或潮湿、破损或被患者血液、体液、污物污染时，

应及时更换。

18.转运过程中如遭遇患者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等污染，首先用吸湿材料如纸巾去除明显污染，然后用

3 000~5 000 mg/L含氯消毒剂浸泡后的抹布覆盖30~60 min，最后进行擦拭消毒。

19.转运病人途中急救人员不应吃东西、饮水、抽烟、入厕、用手触摸眼睛、口、鼻等活动。

20.转运患者后，需对车内空气、表面、地面及物体表面进行消毒，医务人员、司机、车辆、医疗用品及设备

消毒、污染物品处理等按照《医院感染管理办法》《消毒技术规范》及相关规定执行。消毒完毕方可再转运

下一例患者。

21.隔离车前后舱要隔断，消毒时前后舱均应消毒，车内消毒顺序：先从外到里，再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

左到右顺序消毒。

22.转运后，脱下的污染防护用品应放入黄色垃圾袋内，佩戴眼镜的人员在进入清洁区前应用酒精棉片擦

拭消毒眼镜。

23.医疗机构和急救中心应当做好患者转运交接记录，并及时报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24.医务人员再次评估患者的病情及医疗措施，并进行评价，确保医疗护理的连续性及持续质量改进。

25.医疗机构应关注转运小组人员的身心健康，主动开展健康监测。

26.转运过程中的各类人员在整个转运过程中均存在人身安全风险,需为所有参与院际转运的相关人员

购买相应的保险。

推荐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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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级推荐

B级推荐

A级推荐

A级推荐

A级推荐

A级推荐

A级推荐

A级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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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根据划分的风险等级配备相应的转运人员和装备，对于

院外转运，要对转运环境和时间进行评估，转运前确定接

收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做好充分准备，最大程度规

避风险。第15条证据从转运人员资质进行阐述，要求转运

人员应具备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参加相关的技能培训，根据

转运情况恰当地选择转运人员。第 16~19条对转运过程中

突发事件的应对及注意事项提出建议，转运过程中面临各

种未知的风险，转运人员要提前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

并提前制定好应对方案。患者安全方面，转运人员要实时

评估与监测并记录患者的病情，做好应急准备。转运人员

安全方面，对转运过程中防护用品可能出现的污染破损及

物品可能出现的污染给出明确建议，并规范转运人员在转

运过程中的活动，保证转运安全。第 20~22条对转运后物

表、地面、空气、人员的消毒处理给出建议，应严格按照

规范处理，严格消毒后方可转运下一个患者。第23、24条

分别从转运后的交接记录、医疗护理的质量改进、进行描

述，转运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转运患者交接记

录后要及时上报健康行政部门，转运人员对转运过程进行

评价不断推进质量改进，使转运工作更加科学、规范、安

全，同时转运人员在转运过程中承担巨大的风险。第 25、
26条对关注转运人员的身心健康提出建议，认为医疗机构

应关注转运人员的心理健康，保障转运人员的人身安全，

主动给予转运人员相应的保障。

3 小结

本研究检索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患者转运过程中的文

献，运用科学方法提取文献中建议，经过小组汇总形成 26
条临床实践建议，推荐医务人员在转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患者时进行相关的管理和预防，为医务人员转运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患者提供循证依据。但临床人员在参考过程中

需根据本土化环境进行合理应用，以确保转运过程患者及

医务人员的安全，最终保障顺利应用于临床。研究小组认

为对于转运过程中不同严重度患者转运时的人力资源及设

备设施配置仍需进一步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研究的不

断深入，最佳证据及建议会不断更新，临床工作者要根据

实践环境、患者需求等不断更新知识选择最佳有效证据，

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转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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