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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与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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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分型的探讨
冯欢欢1，李立艳2，李玉柱3，李蕾2，王志忠4，田国祥5，刘杰6，魏万林5，孟庆义1
【摘要】本文借鉴SARS病毒感染分型系统，建议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可分为隐匿型（已诊断、未
诊断2个亚型）、顿挫型、轻症肺炎型、重症肺炎型、危重症肺炎型5个类型；或者隐匿型（已诊断、未
诊断2个亚型）、顿挫型、肺炎型（轻症、重症、危重症3个亚型）3大类型。其中，轻症肺炎型、重症
肺炎型和危重症肺炎型3个类型，分别对应目前通用分类的“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新的临床分型，强调了显性感染和隐形感染的区别，弥补了传统分型不能覆盖部分临床患
者的缺陷，兼顾了临床特征中病情轻重和有无肺炎2个诊断维度，提出了未诊断感染者的隐匿亚型，对
未来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冠状病毒病；SARS-CoV-2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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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uggests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2019-nCoV infection)
based on the classified system of SARS virus infection. In this system 2019-nCoV infec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5 types, including concealed type (diagnosed and not diagnosed subtypes), abortive type, mild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NCP) type, severe NCP type and critical NCP type, or into 3 types, including concealed type (diagnosed
and not diagnosed subtypes), abortive type, and NCP type (mild, severe and critical subtypes). Among these
types, mild NCP type, severe NCP type and critical NCP type correspond to the current common classification,
including ordinary type, severe type and critical type. The new classification for 2019-nCoV infection emphasi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ominant infection and conceal infection, which can make up for the defects that cannot
cover some clinical patients in current common classification. I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2 diagnostic dimensions
of severity and NCP in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poses concealed subtype in undiagnosed patients with 2019-nCoV
infection.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2019-nCoV infe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Novel coronavirus;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SARS-CoV-2 viru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linical diagnosis

2019年底湖北省武汉市开始暴发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疫情来势迅猛，短时间内迅速蔓延至全
国，目前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流
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于2020年1月20日将其纳入乙类传染病，并
按甲类传染病管理[1-3]。全国各地也相继启动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实行最严格的防控
措施，各级医疗单位是防控管理的重中之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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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进行临床分型，实行
分级救治，对疫情防控和临床救治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但目前临床上所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临床特征总的命名，一直和“2019冠状病毒病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等名称并用[4]；其目前通用
的，各类《诊治方案》推荐的临床五个亚型分类
法 [5]，“无症状感染者、轻型、肺炎普通型、重
型和危重型”，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控制的
指导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该分型不能完全覆盖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全貌，有些患者无
法归入其分类（如未进行检测的隐匿性感染者
等），且有些用词欠准确（轻型患者病情未必
轻，合并基础疾病时也会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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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着回归学术和指导临床的原则，借
鉴2003年作者曾提出的SARS感染分型系统 [6,7]，
建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分为隐匿型（已诊
断、未诊断两个亚型）、顿挫型、轻症肺炎型、
重症肺炎型、危重症肺炎型五个类型；或隐匿型
（已诊断、未诊断两个亚型）、顿挫型、肺炎型
（轻症、重症、危重症三个亚型）三大类型。其
中，轻症肺炎型、重症肺炎型和危重症肺炎型三
个类型，分别对应目前通用分类的“普通型”、
“重型”和“危重型”。本文报道5例来自湖北
地区并收治到地方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和治疗的典
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同时就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临床分型系统进行探讨。
1 典型病例
病例1：女，29岁，来自湖北省；例行流
行病学调查时，行咽拭子检查显示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阳性，进行集中隔离。查体：T：
36.5℃，P：74 次/min，R：22 次/min，BP：
121/81 mmHg（1 mmHg=0.133kPa），心肺腹部
查体均无明显异常；血气分析，血常规、血生化
均无明显异常。先后行胸片及胸部CT检查，也未
见异常。再次于另一医学中心复查咽拭子和肛拭
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仍呈阳性。给予中药
治疗，10 d后复查咽拭子和肛拭子病毒核酸检测
连续两次阴性，居家隔离。考虑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无症状感染者，相当于新分型的“隐匿型
感染，已诊断亚型”。
病例2：女，50岁，来自湖北省；因发热伴
咳嗽、咳痰4 d，就诊于某院，查血常规示：白
细胞8.04×10 9 /L，中性粒细胞84.7%，淋巴细
胞9.30%，血小板254×10 9/L；胸部CT示双肺炎
症，病毒性肺炎可能；考虑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给予抗感染，止咳化痰，抗病毒等处理。多
次复查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患者
经治疗仍有发热，复查胸部CT示双肺炎症性改
变，病灶较前明显扩大，双侧少量胸腔积液。为
进一步诊治，以肺部炎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待
排，转院治疗。既往有反流性食管炎，十二指
肠溃疡史约1月。查体：T：38.6℃，P：132 次
/min，R：20 次/min，BP：144/84 mmHg。患者
合并呼吸衰竭、循环功能不全、水电解质酸碱平
衡紊乱、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脓毒症性凝血病
等多种病理状态，给予持续性床旁血滤，气管插
管呼吸机辅助通气等处理后，行肺部CT检查，
显示“大白肺”样双肺弥漫性炎症改变。继续给
予支气管镜灌洗，镜下发现支气管内大量高粘拉
丝痰，肺泡灌洗则连续灌洗出多量“菜叶”，拟
诊为重度吸入性肺炎，高致病菌性肺炎克雷白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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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根据患者双眼视物模糊，发病前呛咳等病
史，怀疑为视神经脊髓炎，给予血浆置换。经积
极支气管镜灌洗和抗感染等治疗后，病情趋于稳
定，复查胸部CT显示双肺炎症吸收迅速，脑脊髓
核磁共振显示中脑和延髓区域低密度灶，明确诊
断为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病-极后区综合征，积极
处理后迅速康复。期间多次复查支气管灌洗物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均为阴性，但血液中新型冠状病
毒特异性抗体IgG多次阳性，IgM阴性。故考虑肺
部“菜地样”“大白肺”改变，系误吸所致；既
往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已产生中和抗体）诱发
免疫异常，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视神经脊髓炎
谱系病的发生；最终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无症状感染者，相当于新分型的“隐匿型感染，
已诊断亚型”；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病-极后区综
合征，吸入性肺损伤。
病例3：男性，20岁，来自湖北省；干咳5 d
余。自述5 d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呈阵发性干
咳，伴轻度发热，体温最高37.9℃，持续约1 d后
自动退热；无气促发绀，无呕吐腹泻，无皮疹及
出血点；自起病以来，神志清，精神、食欲、睡
眠尚可，大小便正常。当地医院多次咽拭子病毒
核酸检测均阴性，两次胸部CT及三大常规检查均
未见异常，住院期间未予以药物治疗；来诊前1 d
复查咽拭子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既往史：来自疫
区，密切接触亲属中2人诊断为新冠病毒感染。
查体：T：36.0℃，P：91 次/min，R：20 次/min，
BP：94/59 mmHg。体检无特殊。辅助检查：血常
规、超敏C反应蛋白、血气分析等均正常；胸部
CT未见明显异常，复查咽拭子病毒核酸检测仍为
阳性。予以干扰素雾化抗病毒，胸腺法新、脾氨
肽冻干粉提高免疫力等对症治疗，患者无发热，
无咳嗽，无乏力、咽痛，观察2周后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由阳性转为连续两次阴性，出院后继
续隔离观察。最终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轻型，相当于新分型的“顿挫型感染”。
病例4：男性，13岁，来自湖北省。发热2 d
就诊。自述2 d前出现发热，体温38℃，无咳嗽咳
痰、无咽痛流涕，无胸闷气促等症状，自行口服
感冒灵颗粒后，次日体温正常。既往史：来自疫
区，之后居家隔离未外出；有青霉素过敏史。查
体：T：36.3℃，P：101 次/min，R：20 次/min，
BP：148/93 mmHg，神志清，全身皮肤粘膜无黄
染，因穿防护服无法行心肺听诊。腹平软，双
下肢无浮肿。辅助检查：血常规：白细胞6.04×
10 9/L，中性粒细胞48.20%，淋巴细胞41.10%，
血小板296×109/L，血红蛋白123.0 g/L；超敏C反
应蛋白＜0.5 mg/L，其余未见明显异常。降钙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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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0.136 ng/ml；血生化：葡萄糖5.13 mmol/L，钾
4.30 mmol/L，钠143 mmol/L，氯104 mmol/L，钙
2.66 mmol/L，谷丙转氨酶142 U/L，谷草转氨酶93
U/L，尿素氮3.0 mmol/L，肌酐46.6 μmol/L，三酰
甘油2.52 mmol/L，肌酸激酶103 U/L，肌酸激酶同
工酶-MB 5 U/L，乳酸脱氢酶290 U/L。EB病毒抗
体阴性，巨细胞病毒抗体IgG阳性，巨细胞病毒
抗体IgM阴性。胸部X线未见明显异常；胸部CT
平扫提示双肺近脊柱区域，散在的、近胸膜下的
磨玻璃样炎性病变；咽拭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阳性。予以复方甘草酸苷胶囊联合还原型谷胱
甘肽加强护肝，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干扰素雾
化抗病毒，胸腺肽等提高免疫等对症支持治疗。
1周后复查胸部CT肺炎消失，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连续复查由阳性转为连续两次阴性，出院后
继续隔离观察。最后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普通型，相当于新分型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轻症肺炎型”。
病例5：男，60岁，来自湖北省。因“咳嗽
咳痰10 d、加重1周”来诊。患者自诉咳嗽，咳
白痰，痰液不易咳出，反复咳嗽后有胸痛感，
稍感气促，活动后明显，曾自服“阿莫西林、
连花清瘟颗粒”，症状似有所好转，1周前上述
症状加重来诊。既往有高血压病和冠心病史10余
年，发病前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有密
切接触史。查体：T：36.7℃，P：123 次/min，
R：32 次/min，BP：111/80 mmHg；血常规：白
细胞9.64×109/L，中性粒细胞68.30%，淋巴细胞
11.30%；血生化：谷丙转氨酶39.81 U/L，谷草
转氨酶112.60 U/L，乳酸脱氢酶 871 U/L，α-羟
丁酸脱氢酶 574U/L，磷酸肌酸激酶1777 U/L，
白蛋白25.30 g/L，肌钙蛋白I 0.14 ng/ml，脑钠肽
840.00 pg/ml，血浆D二聚体54 082.00 ng/ml。血
气分析：PH 7.440，PCO2 34.9 mmHg，PO2 63.5
mmHg，乳酸2.57 mmol/L；降钙素原1.42 ng/ml，
肾功能、电解质未见明显异常，床边心脏彩超：
左心功能EF54%，左房室腔扩大，升主动脉扩
张，主动脉和肺动脉瓣轻度反流。胸部CT平扫显
示，双肺散在磨玻璃影；咽拭子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初步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重型；相当于新分型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肺炎型”。治疗上予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
（BIPAP模式，氧浓度60%，PEEP 5 mmHg），
血氧饱和度维持在93%~96%间，呼吸频率在
25~35 次/min间，血压110~144/70~88 mmHg，脉
搏波动在90~120 次/min，美罗培南、万古霉素、
阿奇霉素联合抗感染，甲基强的松抗炎、奥司他
韦抗病毒、依诺肝素抗凝、免疫球蛋白提高免疫

力、还原型谷胱甘肽护肝、氨溴索化痰止咳，以
及补液、营养支持及对症治疗。但疗效欠佳，患
者病情继续进展，精神变差，伴有咳嗽咳痰，偶
有咳血丝痰，伴气促，胸闷，面色潮红，食欲
差；转入定点医院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
等治疗；最终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危重型，I型呼吸衰竭，高血压病，冠心病；后
随访抢救未成功，最终死亡。
2 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β冠状病毒属中的一种。
所谓冠状病毒属于网巢病毒目，是一种有包膜
（或囊膜）的正链线性RNA病毒，也是一种最大
的RNA病毒；通常所说的冠状病毒是冠状病毒
科的两个亚科之一，该亚科包括甲、乙、丙、
丁（α，β，γ和δ）四个属，冠状病毒可以
感染鸟类（γ和δ 属）和哺乳动物（α和β
属），可引起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 [8]。目前感染
人类的冠状病毒有七种：HCoV-229E，HCoVIC43，HCoV-NL63，HCoV-HKU1，SARS-CoV，
MERS-CoV，SARS-CoV-2；其中HCoV-229E，
HCoV-IC43, HCoV-NL63和HCoV-HKU1可以上
呼吸道感染，是轻型自限性普通感冒的病原之
一，约占其5%~35%，可在新生儿、老年人和
慢性病患者中发展成肺炎。SARS-CoV病毒和
MERS-CoV病毒分别是流行于2001-2003年的严
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和2012-2014
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病原体，SARSCoV-2病毒是2019年12月从武汉开始的冠状病毒
流行的病原体[8-10]。
2.1 命名缘起 据此，WHO最近废除过去的
临时名称“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将重新命名为
“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而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也近乎
同时宣布为SARS-CoV-2病毒 ，从此有了SARSCoV-2病毒感染的新称谓 [4]。但由于容易勾起人
们对“SARS”的不良回忆，及“COVID-19”中
文读法绕口等因素，这些西方命名法一直未被国
人及医学专业工作者所接受。中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则在疫情开始时，从国人文化传统和汉语
习惯出发，将其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后又改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可应用中发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命名，未能包括一些没
有肺炎的患者，故多数学者建议遵循“病原体感染”的通用命名原则，回归“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NCI）”的中文原
始命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只为“新型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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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的一个临床亚类[4,11-14]。也就是说，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内涵，包含所有病毒感染的临
床情况，是其临床分型的基础。
最近专家在文章中使用 “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疾病”[5]，加上“疾病”二个字，是沿用WHO
“2019冠状病毒病”的内涵，但这不符合中文习
惯，如通常所说的是“病毒感染”，很少说“病
毒感染疾病”，即使在写作文体中，也会写成
“病毒感染性疾病”或“病毒感染类疾病”；其
他微生物的相关描述，也是用“微生物感染”，
“微生物感染性疾病”，很少用“微生物感染疾
病”。还有器官特指的，用的也是“肺部感染，
肺部感染性疾病”，“胸腔感染，胸腔感染性疾
病”，“结核感染，结核感染性疾病”等类似表
达。其次，“病毒感染”是一个客观描述的，类
似“综合征”的开放概念；而“疾病”是个主观
的，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封闭概念，在尚未完全认
识“新型冠状病毒”真面目前，用“病毒感染”
更为恰当。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个诊断名
词，足以表达其临床特征内涵。
2.1.1 传统分型存在的问题 目前多个版本“诊治
方案”采用的传统临床分型，主要分为轻型、普
通型、重型、危重型四个类型及一个特殊类别
“无症状感染者” [3-5]，后者是指无临床症状，
呼吸道标本新型冠状病毒病原学检测阳性。通用
分型诊断标准为：①有症状无肺炎的是轻型：临
床症状轻微，影像学未见肺炎表现，呼吸道标
本新型冠状病毒病原学检测阳性。②有肺炎但
病情不重的是普通型：具有发热、呼吸道等症
状，影像学可见肺炎表现但受累面积不大。③
有肺炎但病情比较重的是重型：符合下列任何
一条：a：呼吸窘迫，呼吸频率≥30 次/min；b：
静息状态下，指氧饱和度＜93%；c：动脉血氧
分压（Pa02）/吸氧浓度（Fi02） ＜300 mmHg。
高海拔（海拔超过1000 m）地区应根据以下公式
对Pa02/Fi02进行校正：Pa02/Fi02×[当地平均大
气压（mmHg）/760]；d：24~48 h内影像学病灶
明显进展＞50%。④有肺炎但病情危重的是危重
型：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出现呼吸衰竭，且需
要机械通气；出现休克；合并其他器官功能衰竭
需ICU监护治疗[5]。
由于疾病的临床谱是个连续过程，目前通用
的临床分型主要根据有无肺炎和病情轻重两个维
度，分为轻型，肺炎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四
个类型。后来，由于临床出现一些无任何症状，
但病原体核酸检测或特异性抗体检测呈阳性的患
者[15]，又列出特殊类别“无症状感染者”，后者
与轻型，肺炎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进行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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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轻型”诊断名词的应用，存在缺
陷。从字面上，“轻型”和肺炎“普通型”在字
面上不易区分；按病情轻重划分，“轻型”、肺
炎“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轻、
重、危重“间加一个“普通”，显得不和谐；再
者该分型系统的一个重要内涵是“有无肺炎”，
“轻型”的表述法，未能得到充分体现该类患者
没有肺炎的重要临床特征；另外，“轻型“的患
者未必病情“轻”，易误导患者和医生。
传统分型遗漏了一大类“无症状”患者[16-19]。
目前分类中“无症状感染者”的内涵是经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或特异性抗体检测等确诊方
法，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但无症状者。实
际上是大量存在的，未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
检查，不知道“自己已感染”，实际上已感染的
群体，即尚未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相关检测，实际
此类人群已被感染。
2.2.2 新分型系统的提出 新临床分型系统是借鉴于
2003年应对SARS的临床经验，同时兼顾了肺炎和
病情轻重两个诊断维度，提出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分为隐匿型（已诊断、未诊断两个亚型）、顿
挫型、轻症肺炎型、重症肺炎型、危重症肺炎型五
个类型；或隐匿型（已诊断、未诊断两个亚型）、
顿挫型、肺炎型（轻症、重症、危重症三个亚型）
三大类型。其中，轻症肺炎型、重症肺炎型和危重
症肺炎型三个类型，分别对应目前通用分类的“普
通型”、“重型”和“危重型”。
其中隐匿型的提出，是源于有一种病毒感染的
临床分类法，根据感染是否有症状，病毒感染可
分为显性感染和隐型感染两大类；所以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中，表现为无症状、隐形感染的患者，
被归为隐匿型，符合病毒感染的临床基本特征。
将通用分型中的“轻型”，改为“顿挫型”，
指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等临床表现，但胸部CT等
检查，未发现有肺炎表现者，也就是说，病毒感
染没有“发起来”，病程呈“顿挫”样经过，呈
自限性过程。该诊断剔除了病情轻重的内涵，重
点强调“起病后快速恢复的自限性疾病过程”和
“没有肺炎”两个临床显著特征，贴近临床。
既往在军团菌感染的疾病谱中，就分为四
类：①无症状血清变化；②自限性无肺炎的流感
样病态，有时叫做庞提阿克热；③军团菌感染最
严重和最常见的肺炎类型；④局限性，罕见的软
组织感染。其中的第二类军团菌感染患者的疾病
过程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顿挫型相对应，自限
性，无肺炎，流感样症状，为其主要特征，而不
是“病情轻”。其次，受庞提阿克热的启发，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一过性发热，后者在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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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常见；2003年SARS患者也有同样的发热过
程，同样可以予以类似庞提阿克热的特殊冠名。
还有学者指出新分型的“顿挫型”易和微
生物学中病毒“顿挫感染”相混淆；“顿挫感
染”（abortive infection）的定义指病毒进入宿主
细胞，若细胞缺乏病毒增殖所需要的酶、能量及
必要成分，则病毒不能合成本身成分；或虽能合
成部分或全部成分，但不能装配和释放出有感染
性的病毒颗粒，这样的病毒感染被称之为顿挫感
染。实际上，这是病毒感染一个典型的“流产”
过程，称之为“流产感染”更为准确，英文的翻
译也是“流产”的意思；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
床“顿挫型”是指疾病经过和细胞层面的“顿挫
感染”有显著区别。当然，如将来有更好表述该
疾病过程的中文用词，可取而代之。
3 新分型系统的特点
3.1 将显性感染和隐性感染进行明确区分 强调隐
性感染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存在传
染可能性的人群。
3.2 对显性感染中，将肺炎和非肺炎患者明确区分
对肺炎患者进行轻、重、危重的划分，对指导临
床抢救和预后分类均有指导意义。
3.3 采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隐匿型”，涵盖“无
症状感染者” 隐匿型的概念，指没有临床症状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无论是否被检出。因为症
状是人的主观感受，目前通用分型的“无症状感
染者”的内涵是确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但无症
状。实际在临床上是大量存在的，不知道自己实
际上已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群体，故采用“隐匿
型”更能反映此类患者全貌。当然，如对此类进
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实验室检测，如呈阳性
结果，可判为“已诊断的无症状感染者”。故目
前通用分型的“无症状感染者“的内涵应是隐匿
性感染者的诊断后状态，应归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隐匿型的一个亚类。
3.4 未诊断隐匿型感染概念的重要意义 在新分类
法中，对没有临床症状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被称为隐匿型；并进一步分为已诊断和未诊断两
大类。已诊断的隐匿型患者由于“浮出水面”，
其治疗和控制早有相应的规范和文件。但是未诊
断的隐匿型患者则“潜在水下”，其是否存在传
染性尚未明确，涉及多少人群不清楚（据SARS
期间的初步经验，可能接触SARS的医务人员多
数存在隐匿性感染，提示人群数量巨大），感染
后的发展走向和长期致病性也是未知，故在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防控中，未诊断的隐匿型感染是
下一步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3.5 全覆盖病毒感染的临床谱 依据事物是连续的

哲学原理；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分为隐匿型（已
诊断、未诊断两个亚型）、顿挫型、轻症肺炎
型、重症肺炎型、危重症肺炎型五个类型，可涵
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所有临床表现谱，不会出
现有些临床患者或临床状况无法归类的现象。
总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的临床分型，强
调了显性感染和隐形感染的区别，弥补了传统分
型不能覆盖部分临床患者的缺陷，兼顾临床特征
中病情轻重和有无肺炎两个维度，提出了未诊断
感染者的隐匿亚型，对未来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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