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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本文件总结 2012 年首次发布的世卫组织有关

监测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的建议。世卫组

织将继续参考新获得的信息更新这些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本指导文件可能在资源和流行

病学模式各异的不同国家实施，因而应根据具体情

况予以调整。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主要更新如下： 

 有关监测卫生保健机构相关聚集性病例的

指导 

背景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世卫组织已接到有关

1350 多例实验室确诊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

报告。该病毒看起来正在阿拉伯半岛广泛传播，沙

特阿拉伯报告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病例最

多。2014年 4 月，报告病例数急剧增加，特别是在

沙特和阿联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暴发了卫生保健

相关疫情。2015 年 5月，由于出现大规模卫生保健

相关疫情，记录的病例数再度大幅度增加。 

在聚集性病例中存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的人际间传播，包括多个国家出现家庭成员间和卫

生保健设施内的传播。虽然中东和韩国出现大规模

医院疫情，但尚无持续人际间传播的证据。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的临床谱从无临

床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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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感染性休克和多器官

衰竭。约 40%实验室确诊病例的结局是死亡。三分

之一患者在病程中还会经历胃肠道症状，包括腹

泻。合并细菌感染和合并其它呼吸道病毒感染（包

括副流感病毒、鼻病毒、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肺

炎球菌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情况也有报告。 

暴露病例的潜伏期为 5.5 至 6.5 天，有证据显

示潜伏期不超过 14 天 1,2。 

标本收集建议 

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对于检测中东呼吸综合征

冠状病毒感染而言，下呼吸道标本比上呼吸道标本

具有更高诊断价值。一些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出

现了临床症状，但上呼吸道标本检测结果为阴性，

随后发展为肺炎，下呼吸道标本检测结果为阳性。

强烈建议尽可能采集痰、气管内吸出物或支气管肺

泡灌洗液等下呼吸道标本用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检测。如患者未出现下呼吸道疾病体征或症状

而且不可能或临床未提示采集下呼吸道标本，则应

采集上呼吸道标本，例如鼻咽吸出物或鼻咽和口咽

拭子。 

如果如被强烈怀疑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患者的初步检测结果为阴性，应重新采集该患者

标本，而且应从呼吸道内多个部位采集标本。病毒

也见于血液、尿液和粪便等其它体液，但通常滴度

低于呼吸道标本。在无法获得质量良好的呼吸道标

本的情况下，或者为了监测病毒在身体不同部位的

存在情况，也可采集此类标本。 

监测目标 

监测的主要目标是： 

1. 发现早期的人际间持续传播； 

2. 确定病毒感染的地理风险范围。 

需要开展更多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见表 1）以： 

1. 确定疾病的重要临床特征，例如潜伏期、疾

病谱和疾病的临床过程。 

2. 确定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的重要流

行病学特征，例如导致感染的暴露、危险因

素、续发率和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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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以下人员进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调查和检测 

1. 有发烧和咳嗽病史、有临床或放射学证据显示

肺实质病变（例如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指征、需要住院且没有其它原因能够完全

解释临床表现的急性呼吸道感染者 1（应提醒

临床医生免疫低下患者的临床表现可能不典

型）； 

并且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况： 

a. 该人居住在中东 2，特别是报告过人感染

的地方和已知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在

单峰骆驼中传播的国家； 

b. 该患者是 14 天之内发生的急性呼吸道疾

病聚集性病例 3 之一，不考虑居住地或旅

行史； 

c. 患病者是曾在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接

受治疗环境下工作的医务工作者，不考虑

居住地或旅行史； 

d. 该人出现非同寻常或预料之外的临床过

程，特别是虽经适当治疗但仍然出现突然

恶化，不考虑居住地或旅行史，即使发现

能够完全解释临床表现的另外一种病因。 

2. 有发烧和咳嗽病史、有临床或放射学证据显示

肺实质病变（例如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指征、发病前 14 天之内曾经到中东 2 或

者已知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在单峰骆驼中

传播的国家或者最近发生过人感染的地方旅行

的急性呼吸道感染者。 

3. 在发病之前 14 天之内有过如下任何暴露情况

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不论其严重程度： 

a. 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确诊或可

能病例在其患病期间有过密切身体接触 4； 

b. 已经报告过医院相关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感染的国家的卫生保健设施； 

c. 在已知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在单峰骆

驼中传播的国家或由于推定的动物传播引

起人感染的地方直接接触单峰骆驼或是消

费或接触单峰骆驼产品（生肉、未经巴氏

杀菌的驼奶、尿液）。 

4. 强烈鼓励中东 2 国家考虑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检测作为呼吸道疾病常规哨点监测和肺

炎诊断的一部分纳入目前的检测算法。 

世卫组织不建议在入境口岸进行特别筛查。 

注释 

1 检测应根据当地有关社区获得性肺炎管理的指导文件进行。

其它病因的例子包括肺炎链球菌、B型流感嗜血杆菌、嗜肺

性军团病杆菌、其它公认的原发性细菌性肺炎、流感和呼吸

道合胞体病毒。 
2 中 东 地 图 见 ： http://www.un.org/Depts/Cartographic/map/profile/ 

mideastr.pdf。 
3 “聚集性病例”是指两人或多人在同一个14天阶段内出现症

状，且与具体环境有关，例如教师、工作场所、家庭、大家

庭、医院、其它住宿机构、军营或休闲野营。 
4 “密切接触者”是指： 

- 卫生保健相关暴露，包括为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患

者提供直接护理，与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医

务工作者共事，探访患者或是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患者同处一个封闭环境。 

- 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患者近距离共事或使用同一

个教室环境。 

- 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患者乘坐同一个交通工具。 

- 与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生活在同一个家庭。 

该流行病学联系可能发生在相关病例发病之前或之后14天内。 

对卫生保健环境聚集性病例进行检测的

建议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人际间传播在卫生

保健环境下被放大了，例如 2014 年在吉达和利雅

得发生的大规模卫生保健相关疫情以及沙特全国、

阿联酋和韩国发生的较小规模疫情。在这些疫情

中，世卫组织建议，在可行的情况下，用聚合酶链

反应法对实验室确诊病例的所有接触者进行中东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监测，特别是医务工作者中的接

触者以及与确诊病例同病房的住院病人，不论其是

否出现症状。也可以进行血清学检测。  

报告 

世卫组织要求，可能和确诊病例应在分类后

24 小时内通过相关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的《国际

卫生条例》区域联络点向世卫组织报告。当前关于

可能病例和确诊病例的定义见： http://www.who.int/ 

csr/disease/coronavirus_infections/case_definition/en/index.html。 

围绕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的调查 

许多有关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临床表现

和流行病学特征的关键问题只有对病例进行仔细、

详尽的调查后才能回答。以下对应予考虑的研究类

型提供一些指导。请查阅世卫组织网站获得最新调

查建议和方案，网址： http://www.who.int/csr/disease/ 

coronavirus_infections/technical-guidance-surveillance/en/。如需

技术支持，请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世卫组织：

outbreak@who.int，邮件标题请注明“MERS-CoV 

epi surv recs”。 

http://www.un.org/Depts/Cartographic/map/profile/%20mideastr.pdf
http://www.un.org/Depts/Cartographic/map/profile/%20mideastr.pdf
http://www.who.int/%20csr/disease/coronavirus_infections/case_definition/en/index.html
http://www.who.int/%20csr/disease/coronavirus_infections/case_definition/en/index.html
http://www.who.int/csr/disease/%20coronavirus_infections/technical-guidance-surveillance/en/
http://www.who.int/csr/disease/%20coronavirus_infections/technical-guidance-surveillance/en/
mailto:outbreak@wh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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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围绕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的调查 

目的 调查 

描述感染的临床表现和自然史。 完成有关临床史、表现、并发症、重要的实验室和 X 光检查结果以及病程的

数据收集。 

随后（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采集实验室确诊病例标本：最好是每 1‐3‐天

采集上下呼吸道标本以及血液、尿液和粪便标本，直到患者的聚合酶链反应

检测结果转为阴性。 

确定感染来源和暴露类型。 调查发病前 14 天可能的暴露情况，包括旅行史、与动物接触情况（动物种

类和接触类型）、接触其他急性呼吸道疾病感染患者的情况、卫生保健环境

下的暴露以及食用生食和未加工饮料的情况。收集有关暴露时间、持续时间

和强度以及接触类型的详细信息。 

人际间传播的流行病学证据； 估计续发

率、传染性持续时间和潜伏期。 

描述疾病谱，特别是较轻微病例。 

确定无症状病例的流行病学重要性。 

接触者追踪，包括家庭、工作场所、学校和社会环境下的接触者。应对与患

病人员接触及发病的时间进行详细调查和记录。如接触者出现症状，则应使

用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法和急性期和康复期血清学检查对接触者进行检

测。 

完成对无症状接触者的调查，包括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及急性期和康

复期血清学检查，最好将其作为研究方案的一部分。 

人际间传播的流行病学证据，个体防护

装备的有效性。 

对在治疗病例环境下工作的医务工作者进行调查。调查应包括那些未直接参

与治疗但在同一病房或科室工作的人员以及提供了间断性治疗相关服务的人

员，如放射科技师、呼吸治疗师和理疗师。包括如下信息：接触的时间、持

续时间和强度，互动类型，使用个体防护装备情况，以及其它潜在的院外暴

露情况（例如，家庭环境下接触动物）。 

发现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背景传播

的信号。 

调查最近社区中是否出现呼吸道疾病活动增加的情况。包括审阅当地医院收

治住院病人的记录以及发生获得性感染的社区里选定全科医生的门诊记录。 

发现病毒之前在社区存在的情况。 对储存的呼吸道疾病患者标本进行回顾性检测。 

确定病毒的动物传染源和起源。 对储存的动物标本进行回顾性检测，看是否存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或

抗体。 

确定导致感染的暴露类型。 对可能暴露的人群进行血清学调查，例如动物工作者、市场工作者、医务工

作者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作为对照组）。应向每个参与者收集有关暴露类型

和程度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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