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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背景 

本指南是世卫组织（WHO）对寨卡病毒及其

可能引起的相关并发症的监测提出的一些临时建议。

2016 年 2 月 1 日 WHO 总干事宣布将与寨卡病毒感

染相关的小头症和神经系统疾病聚集性病例列为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基于此情况特制定本

指南。 

寨卡病毒主要通过媒介传播，伊蚊为主要传播

媒介。此外在病例的多种体液中可检测发现该病毒，

有报告称该病毒也可通过性接触传播。埃及伊蚊

（Aedes aegypti）作为主要传播媒介，分布于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该蚊种能够很好地适应城市环境，

栖息在人类房屋中或住所周围。寨卡病毒的地理分

布与同为伊蚊传播的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病毒的地

理分布吻合。寨卡病毒病缺乏特异性症状和体征，

症状通常较为轻微，主要包括发热、皮疹、结膜炎、

肌肉和关节疼痛。 

然而，近期在巴西和法属波西米亚的寨卡病毒

病暴发中出现新生儿先天性小头症，以及成人吉兰

-巴雷综合征（GBS）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发病增

多的报道。随着初步研究的积累，目前科学界达成

的共识为寨卡病毒感染是小头症和 GBS 的病因之

一。 

近期的报告提示，寨卡病毒感染可能与脊髓炎

（脊髓的炎症）等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以及非小头症

的其他脑畸形有关。目前正就寨卡病毒感染与上述

疾病及小头症和 GBS 的因果关系开展研究。 

本指南对四种情形下各国开展寨卡病毒感染、

小头症和吉兰-巴雷综合征的监测工作提供临时性

建议，及各国向 WHO 报告的要求。在没有特殊的

规

定情况下，传播是指媒介传播。本地感染指在本国

内受到的感染，如患者在潜伏期内无旅行史或只去

过未受病毒影响的地区旅行。本指南不包括实验室

研究[1]和媒介监测方面的建议[2]，上述领域的指

南及其他与寨卡病毒相关的指导意见详述于其他文

件 中 ， 可 登 陆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

/publications/zika 获取。 

根据与寨卡病毒感染相关的严重并发症或后遗

症的发病风险，定义以下四类国家： 

1. 有寨卡病毒传播流行的国家：未发现既往流行

证据，但现阶段存在寨卡病毒病暴发及本地媒

介传播的国家。 

2. 可能存在寨卡病毒地方性传播的国家：曾有寨

卡病毒流行证据，有或无寨卡病毒持续性传播

的国家。包括近期可能发生寨卡病毒传播，既

往发生过低水平传播，以及既往曾发生过暴发

流行的国家。 

3. 具有寨卡病毒传播风险的国家：存在传播寨卡

病毒的媒介伊蚊，但从未发生过寨卡病毒传播

的国家，此类国家有病毒输入并进一步发生媒

介传播的风险。 

4. 无或低寨卡病毒传播风险的国家：根据现有知

识和已知的媒介分布判断，无传播病毒的蚊媒

的国家，此类国家具有病例输入进而发生非蚊

媒途径传播的风险，媒介传播的风险很低或几

乎为零。 

1.2 目标人群 

本指南旨在为公共卫生管理者和传染病监测和

控制政策制定者服务，用以指导在寨卡病毒流行条

件下全国监测制度和报告规范的制定。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zika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z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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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寨卡病毒感染的监测 

2.1 有寨卡病毒传播流行的国家 

此类国家应强化监测系统以实现以下目标： 

− 监测病毒感染的地理分布、传播以及感染

时间趋势； 

− 描述疾病特征表现； 

− 发现各年龄组的严重并发症； 

− 发现和研究可能的非媒介传播途径； 

− 针对性疫情控制和媒介控制措施。 

可考虑通过对储存的血液、尿液及其他样本的

回顾性分析确定病毒输入时间；通过血清学调查估

计人群中的感染者比例。 

一旦在某一确定地区发生本地传播，应利用现

有资源对全部寨卡病毒病疑似病例进行实验室检

测。此外，实验室检测也应用在检测新发地区的病

毒循环状况，及重症病例、伴有并发症或其他严重

不良结局（例如孕妇）的病例研究中。考虑到现有

能力，以公共卫生监测为目的的实验室检测可能仅

能覆盖部分样本。 

伊蚊监测、孳生地监测和耐药性监测等其它媒

介控制措施都应依据 WHO 的指南实施[2,3]。 

应提供简短的监测和检测方案说明（监测系统

的类型，检测对象，抽样检测或全部检测等）以加

强对监测数据的解读。 

报告要求 

 每周每地区（根据适用的行政级别）寨卡病毒

病疑似和确诊病例数（周报告）。 

 按照 WHO 的病例定义[4]，任何具有非典型临

床表现的病例，以及通过非媒介传播途径感染

的病例或其它能够提供新信息，从而有助于指

导区域或全球风险评估的病例均应报告（周报

告）。 

 

2.2 可能存在寨卡病毒地方性传播的国家 

曾有寨卡病毒流行证据，当前有或无病毒流行

的国家监测目的为： 

− 监测病毒地方性传播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变

化趋势； 

− 发现病毒传播模式的改变（例如，发病率

增加或影响范围扩大）或疾病流行病学的

改变（感染年龄组的变化或者疾病严重程

度的变化）； 

− 发现各年龄组的严重并发症； 

− 发现和研究可能的非媒介传播途径； 

− 在任何合理和可行的情况下，应尽快着手

调查既往病毒流行程度。 

伊蚊监测、孳生地监测、耐药性监测等其它媒

介控制措施都应依据 WHO 的指南实施[2,3]。 

报告要求 

 在全国任何地方再次发现寨卡病毒（上一次暴

发已终止），应在首例本地病例确诊后 24 小时

内报告。 

 按照 WHO 的病例定义[4]而言，任何具有非典

型临床表现的病例，以及通过非媒介传播途径

感染的病例或其它能够提供新信息，从而有助

于指导区域或全球风险评估的病例均应报告

（周报告）。 

 储存样本的回顾性分析结果应尽快报告。 

 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应尽快报告。 

 对于无病毒本地传播流行的国家，所有来自既

往无病毒本地传播流行记录的国家或地区的输

入性病例均须在确诊后 24 小时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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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具有寨卡病毒传播风险的国家 

对于存在传播媒介但既往无寨卡病毒传播史的

国家，监测目的为： 

− 发现寨卡病毒输入性病例； 

− 发现本地传播开始的时间； 

− 发现除媒介传播外的其他传播方式； 

− 在任何合理和可行的情况下，应调查既往

是否存在病毒以及病毒在输入早期的循环

强度； 

伊蚊监测、孳生地监测、耐药性监测等其它媒

介控制措施都应依据 WHO 的指南实施[2,3]。 

报告要求 

 首例本地病例应在确诊后 24 小时内报告。 

 所有来自既往无病毒本地传播流行记录的国家

或地区的输入性病例均须在确诊后 24 小时内报

告。 

 按照 WHO 的病例定义[4]，任何非典型临床表

现的病例，通过非媒介传播途径感染的病例或

其它可提供新信息，从而有助于指导区域或全

球风险评估的病例均应报告（周报告）。 

 应尽快报告储存样本的回顾性分析结果。 

一旦无病毒流行史的国家发生本地传播，则该

国应按照 2.1 节所示的有寨卡病毒传播流行的国家

的监测建议开展监测。 

如储存样本回顾性分析证实该国曾发生过病毒

流行，则应按照 2.2 节可能存在寨卡病毒地方性传

播的国家的监测建议开展监测。 

 

 

2.4 无或低寨卡病毒传播风险的国家 

对于无寨卡病毒传播条件，尤其无传播媒介的

国家，监测的目的为： 

− 发现寨卡病毒输入性病例； 

− 发现除媒介传播外的其他传播模式。 

报告要求 

 所有来自既往无病毒本地传播流行记录的国家

或地区的输入性病例均须在确诊后 24 小时内报

告。 

 按照 WHO 的病例定义[4]，任何非典型临床表

现的病例，通过非媒介传播途径感染的病例或

其它可提供新信息，从而有助于指导区域或全

球风险评估的病例均应报告（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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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头症和其他先天性脑畸形监测 

3.1 有寨卡病毒传播流行的国家 

小头症和其他先天性脑畸形的主要监测目的为： 

− 建立小头症及相关婴幼儿死亡的历史基线

（在暴发发生前），并针对其发病率、时

间变化趋势和地理分布情况开展监测； 

− 发现和调查所有小头症的新发病例[5]从而

确定可能的病因学，以其是否有寨卡病毒

感染史； 

− 如果可能，建立死产、流产和先天性脑畸

形的历史基线（在暴发发生前），监测其

发病趋势； 

− 如发现小头症、其他先天性脑畸形和死产

等发病率升高超过基线，则开展调查； 

− 发现和登记具有寨卡病毒感染的临床症状

和体征的孕妇，以便开展调查并按照

WHO 的指南开展随访[6,7]。 

应实施以下监测工作： 

− 对现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登记信息，

医院数据，发表文献等），建立小头症的

基线或历史发病率。如果可行，小头症的

基线应建立在既往数年历史发病率的基础

上。 

− 在任何合理和可行的情况下，开展观察性

分析研究（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

等）。 

报告要求 

 与寨卡病毒感染有关的首例小头症病例应在确

诊 24 小时内报告。 

 应尽快上报小头症发病率的上升情况，以及基

线的估算结果。 

 应尽快上报先天性脑畸形和死产发病率的上升

情况，以及基线的估算结果。 

 凡有寨卡病毒感染迹象的小头症病例（无论在

孕期、新生儿或婴幼儿期确诊）均须与其调查

结果和鉴别诊断结果一同上报（月报告）。 

 随访中的寨卡病毒病确诊确诊病例的孕妇数量

（月报告）。 

 

3.2 可能存在寨卡病毒地方性传播的国家 

曾有寨卡病毒流行史，有或无寨卡病毒持续性

传播的国家应： 

− 建立小头症及相关婴幼儿死亡的历史基线

（在暴发发生前），并针对其发病率、时

间变化趋势和地理分布情况开展监测； 

− 发现和调查所有小头症新发病例[5]； 

− 如果可能，建立死产、流产和先天性脑畸

形的历史基线，监测其发病趋势； 

− 调查所有小头症、其他先天性脑畸形和死

产发病升高的情况； 

− 发现和登记具有寨卡病毒感染的临床症状

和体征的孕妇，以便开展调查并按照

WHO 的指南开展随访[6,7]。 

应实施以下监测工作： 

− 对现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登记信息，

医院数据，发表文献等），建立小头症的

基线或历史发病率。如果可行，小头症的

基线应建立在既往数年历史发病率的基础

上。 

报告要求 

 与寨卡病毒感染有关的首例小头症病例应在确

诊 24 小时内报告。 

 应尽快上报小头症发病率的上升情况，以及基

线的估算结果。 

 应尽快上报先天性脑畸形和死产发病率的上升

情况，以及基线的估算结果。 

 凡有寨卡病毒感染迹象的小头症病例（无论在

孕期、新生儿或婴幼儿期确诊）均须与其调查

结果和鉴别诊断结果一同上报（月报告）。 

 随访中的寨卡病毒病确诊确诊病例的孕妇数量

（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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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具有寨卡病毒传播风险的国家 

此类国家监测的主要目的为： 

− 发现和登记具有寨卡病毒感染的临床症状

和体征的孕妇，以便其开展调查并按照

WHO 的指南开展随访[6,7]； 

− 确立和调查胎儿或婴幼儿（孕中或产后）

中的小头症[5]和其他先天性脑畸形； 

− 如果可能，建立死产、流产和先天性脑畸

形的历史基线，监测其发病趋势。 

应实施以下监测工作： 

− 对现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登记信息，

医院数据，发表文献等），建立小头症的

基线或历史发病率。如果可行，小头症的

基线应建立在既往数年历史发病率的基础

上。 

报告要求 

 随访中确诊为寨卡病毒病病例的孕妇数量（月

更新） 

 有迹象表明与寨卡病毒感染有关的小头症病例

和其他先天性脑畸形病例应在确诊 24 小时内报

告。 

 

3.4 无或低寨卡病毒传播风险的国家 

此类国家监测的主要目的为： 

− 发现和登记具有寨卡病毒感染的临床症状

和体征的孕妇，以便其开展调查并按照

WHO 的指南开展随访[6,7]； 

− 确立和调查胎儿或婴幼儿（孕中或产后）

中的小头症[5]和其他先天性脑畸形。 

报告要求 

 随访中的可能有寨卡病毒暴露史的孕妇数量

（月更新） 

 有迹象表明与寨卡病毒感染有关的小头症病例

和其他先天性脑畸形病例应在确诊 24 小时内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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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格林巴利综合征（GBS）监测方案 

4.1 有寨卡病毒病传播流行的国家 

报告寨卡病毒病本地病例的国家开展 GBS 监

测的主要目标是： 

− 如有可能，通过监测建立本国 GBS 发病率

的历史基线； 

− 监测 GBS 的发病率及变化趋势； 

− 如有可能，尽量监测和调查全部新发病例

和聚集性疫情[8]； 

− 对于任何 GBS 发病率的升高均应开展调

查；以及 

− 如有可能，监测和调查其他可能与寨卡病

毒感染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如脑膜脑炎

和脊髓炎。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 对现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登记信息，

医院数据，发表文献等）以建立 GBS 的基

线发病率； 

− 在考虑急性驰缓性麻痹（AFP）与 GBS 发

病年龄存在差异的前提下（AFP＜15 岁，

GBS 多见于成年人），通过回顾 AFP 监测

数据确定 GBS 发病趋势。 

− 在任何合理和可行的情况下，即应开展观

察性分析研究（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

究）。 

报告要求 

 应尽快上报 GBS 发病率的上升情况，以及基线

的估算结果。 

 证明与寨卡病毒感染相关的首例 GBS 病例应在

诊断后 24 小时内上报。 

 上报寨卡病毒感染相关性 GBS 病例及死亡病例

的个案调查结果（月报告）。 

 除 GBS 外，其他与寨卡病毒感染相关，且能够

提供新信息，从而有助于指导区域或全球风险

评估的神经系统疾病如脑膜脑炎、脊髓炎等，

均应在诊断后 24 小时内上报。 

 

 

4.2 可能存在寨卡病毒地方性传播的国家 

可能存在寨卡病毒传播的国家开展 GBS 监测

的主要目标是： 

− 如有可能，通过监测建立本国 GBS 发病率

的历史基线； 

− 监测 GBS 的发病率及变化趋势； 

− 如有可能，尽量监测和调查全部新发病例

和聚集性疫情[8]； 

− 对于任何 GBS 发病率的升高均应开展调

查；以及 

− 如有可能，监测和调查其他可能与寨卡病

毒感染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如脑膜脑炎

和脊髓炎。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 对现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登记信息，

医院数据，发表文献等）以建立 GBS 的基

线发病率； 

− 在考虑急性驰缓性麻痹（AFP）与 GBS 发

病年龄存在差异的前提下（AFP＜15 岁，

GBS 多见于成年人），通过回顾 AFP 监测

数据确定 GBS 发病趋势。 

− 在任何合理和可行的情况下，即应开展观

察性分析研究（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

究）。 

报告要求 

 应尽快上报 GBS 发病率的上升情况，以及基线

的估算结果。 

 证明与寨卡病毒感染相关的首例 GBS 病例应在

诊断后 24 小时内上报。 

 上报寨卡病毒感染相关性 GBS 病例及死亡病例

的个案调查结果（月报告）。 

 除 GBS 外，其他与寨卡病毒感染相关，且能够

提供新信息，从而有助于指导区域或全球风险

评估的神经系统疾病如脑膜脑炎、脊髓炎等，

均应在诊断后 24 小时内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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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具有寨卡病毒传播风险的国家 

此类国家开展 GBS 监测的主要目标为： 

− 发现曾前往受寨卡病毒影响地区的旅行者

中的 GBS 病例并开展调查[8]； 

− 如有可能，建立本国 GBS 发病率的历史基

线；以及 

− 监测 GBS 的发病率及变化趋势，并在报告

GBS 发病率上升时开展调查。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 回顾现有证据（登记信息，医院数据，发

表文献等）以建立 GBS 的基线发病率； 

− 在考虑急性驰缓性麻痹（AFP）与 GBS 发

病年龄存在差异的前提下（AFP＜15 岁，

GBS 多见于成年人），通过回顾 AFP 监测

数据确定 GBS 发病趋势。 

报告要求 

 所有证明与寨卡病毒感染相关的 GBS 病例均应

在诊断后 24 小时内上报。 

 

4.4 无或低寨卡病毒传播风险的国家 

此类国家开展 GBS 监测的主要目标为： 

− 发现曾前往受寨卡病毒影响地区的旅行者

中的 GBS 病例并开展调查[8]。 

报告要求 

 所有证明与寨卡病毒感染相关的 GBS 病例均应

在诊断后 24 小时内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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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活动 

表 1 总结了各国为实现监测目标可能开展的监测活动[9]。 

 

表 1. 寨卡病毒流行期间开展的监测活动 

 有寨卡病毒 

流行传播的国家 

可能存在寨卡病毒 

地方性传播的国家 

具有寨卡病毒 

传播风险国家 

无或低寨卡病毒 

传播风险国家 

基于指标的监测* X X X X 

基于事件的监测† X X X X 

储存标本的回顾性 

分析 
(X) X X  

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X) X   

(X) 在条件允许时建议开展 

* 基于指标的监测：通过全国监测或哨点监测，收集疑似或确诊病例数，以及发病率和风险因素，包括基于实验室的监测、症状监测

及虫媒病毒监测。 

† 基于事件的监测：通过收集、监控、评估和解读与健康事件相关的非结构性的特别信息，以发现对人类健康的紧急风险。 

 

6. 指南拟定过程

6.1 致谢 

本指南由 WHO 专家组编写，专家组成员来自：

WHO 全球预警和应对司（Stephane Hugonnet, 

Philippe Barboza），流行和大流行性疾病司（Erika 

Garcia, William Perea），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

青少年卫生司（Anthony Costello, Nigel Rollins），

生殖健康与研究司（A. Metin Gülmezoglu, Clara 

Menendez），精神健康与药物滥用司（Tarun 

Dua），战略、政策和信息司（Christopher Dye），

以及 WHO 各区域办事处：美洲区域（Maria 

Almiron）、东地中海区域（Abdinasir Abubakar）、

欧洲区（Colleen Acosta, Joao Pires）、东南亚区域

（Bardan Rana）和西太平洋区域（Takuya 

Yamagishi）。 

此外，本次指南拟定过程中还进行了外部专家

组审核，外部专家组也为本指南的拟定工作投入了

大量精力。外部专家组成员包括全球疫情预警和反

应网（GOARN）的响应伙伴及其他独立专家：

Christopher Gregory（美国疾控中心）、Angie Rose

（西印度群岛大学，加勒比地区寨卡工作组）、

Delia Enria（阿根廷人类病毒性疾病国家研究所）、

Laura Rodrigues（英国伦敦大学卫生及热带医学

院）、Martha Lucia Ospina（哥伦比亚国家健康研

究所）以及 John Topping（加拿大公共卫生署）。 

6.2 指南编写方法 

本指南由 WHO 专家组拟定草案后，交由外部

专家组（由 GOARN 合作伙伴、感染性疾病、监测

与暴发疫情监测响应等领域专家组成）研提意见。

本指南中的建议由专家组反馈会商后确定。 

6.3 利益声明 

所有的外部专家均填写了标准化 WHO 利益声

明表（DOI），由 WHO 的工作人员审查后，按照

WHO 的指南要求逐一受理。本指南在制定过程中

没有与任何外部专家产生利益冲突。 

6.4 审核日期 

本指南遵从应急程序拟定，如不经修订，有效

期至 2016 年 10 月，届时 WHO 日内瓦全球预警和

应对司届时将负责审核指南并做出适当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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