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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技术说明的目的是提供关于中国受紧急情况影响人群面临的重大传染病威胁的最新
技术指导，供与受紧急情况影响的人群一起开展工作的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捐
助机构和地方当局的卫生专业人员使用。 

根据世卫组织以往记录的该地区发病率、死亡率和流行病可能性的负担，选择了指定
的流行病和易流行的疾病。 

在这种不断演变的形势下，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对提供卫生保健服务的人们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本技术说明旨在促进为受危机影响的人群开展工作的各机构之间协调控制
传染病的活动。 



 
 
 
 

 
Communicable Disease Working Group on Emergencies (CDWGE-WHO/HQ); 
Communicable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CSR/WPRO); WHO Country Office - China. 
 CD risk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s, Sichuan Earthquake, China. May  2008. 
 

- 4 - 

1. 背景和危险因素 

2008年5月12日，在中国四川省首府成都西北方向92公里处发生了8.0级地震。地震的
影响波及广泛的区域，包括8个省1和852个县，人口总计3.48亿。据估计，在受地震影
响的地区有500万座建筑物倒塌，另有2100多万座建筑物受损。破坏和损失造成大规
模的人口转移。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报道，截至5月26日有1400多万人因地震而
转移。 

运输基础设施（道路和铁路）受到地震的破坏或者被余震引发的滑坡掩埋，进一步阻
碍了交通。据农业部报告，在13个受灾最严重的城市和区县，33 300公倾的农田和庄
稼被毁损。四川省是中国最主要的工业地区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具有范围广泛
的各种农业和工业活动，因此有可能在地震受灾地区造成环境卫生风险。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报道，截至2008年5月26日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65 000人，估计
的死亡和失踪总人数超过88 000人。报告的受伤人数达360 000人以上。此外，地震之
后住院的受伤者达83 000人以上。其中已有53 247人出院，17 168人仍在医院治疗，
5914人已转送到中国其它地方接受治疗。 

许多卫生诊所受到地震的影响。因此，严重影响到公共卫生系统的利用率，对所有方
面的卫生保健提供造成不良影响，包括监测系统发现和应对流行病的能力。正在继续
努力向转移的人群提供食物、水、燃料并改善卫生保健的获取。中国政府向灾区派遣
了成千名卫生工作者。 

最初的搜索和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应急小组继续向伤员提供基本急救，并清理道路
和组织采购急需的食物、棉被、帐篷和基本药物。世卫组织正在与联合国灾害管理队
和卫生部合作，确认重点需求并获取所需物资。重点已转向缓解转移人群中传染病传
播的危险因素，主要涉及获得安全的食物、水和住所。 

                                                 
1 四川（受影响最严重的省份）、甘肃、陕西、重庆、云南、山西、贵州和湖北。 



 
 
 
 

 
Communicable Disease Working Group on Emergencies (CDWGE-WHO/HQ); 
Communicable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CSR/WPRO); WHO Country Office - China. 
 CD risk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s, Sichuan Earthquake, China. May  2008. 
 

- 5 - 

图1：中国地震形势图 
 

 

 

 

 

 

 

加重传染病负担的危险因素 

1. 安全的水供应和环境卫生设施的利用中断。因地震转移的人群直接面临霍乱、Sd1
引起的志贺氏菌病、伤寒及甲型和戊型肝炎等与水/环境卫生/卫生条件相关的疾病和
食源性疾病暴发的高度危险。 

2. 拥挤的人群安置点。受灾地区和救助中心的人群直接面临麻疹和肺炎等通过呼吸
道传播的疾病传播危险。脑膜炎风险的加大也与过分拥挤相关。 

3. 更多地接触疾病媒介。因地震破坏房屋造成的人口转移可加大接触疾病传播媒介
的机会，包括乙型脑炎的病媒。 

4. 很难获取卫生服务是直接关注的问题。卫生基础设施和通讯手段遭受的破坏阻碍
了通常服务的提供以及为应对危机开展的急救医疗和外科服务。 

5. 当自然灾害造成死亡时，接触尸体与疾病传播无关。没有证据说明自然灾害之后
的尸体可产生流行病的危险。在处理人的尸体时，应遵从感染控制标准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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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传染病 

2.1 与水/环境卫生/卫生条件相关的疾病和食源性疾病 

由于获得安全的水和环境卫生系统方面的困难，中国转移的人群面临与水、环境卫生
和卫生条件相关的疾病以及食源性疾病暴发的高度危险。通常的水源中断以及污水处
理基础设施被破坏使水遭受污染，可造成饮用不安全的水，从而加大接触风险。最近
在四川省报告出现霍乱，加强霍乱的预防和治疗已成为卫生部的一项重点。伤寒沙门
氏菌（引起伤寒）、甲型肝炎和戊性肝炎以及1型志贺氏痢疾杆菌（Sd1）也存在，而
且有流行的可能性。腹泻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一大原因；据世卫组织估计，腹泻在
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中占12%。 

钩端螺旋体病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细菌性人畜共患病。细菌接触皮肤（尤其如果受
损）或粘膜时，可间接感染人类。也可因接触受被感染动物尿液污染的湿土或植物，
或者由于在洪水中游泳或涉水、意外浸水或在工作中擦伤时接触受污染的水而引起感
染。 

2.3 媒介传播疾病 

人口转移可造成更多地接触病媒，并因此更多地接触媒介传播疾病。此外，易感人群
进入风险较高的地区，可加大传播的风险。由于这次地震造成的破坏极大，随后的降
雨可形成适合病媒繁殖的水池。 

乙型脑炎发生于亚洲地区，由库蚊传播。此类蚊虫尤其在水淹地区和稻田中繁殖。缺
少住所、地震灾区的降雨以及因地震造成病媒控制规划中断，可导致更多地接触病
媒。该病毒在鹭科鸟类（鹭、白鹭）中传播，猪作为扩大病毒的宿主。（四川省是中
国和邻近国家的一个主要猪肉生产来源）。人类是次要的宿主，感染主要发生在儿童
中。最近已开始了免费为学龄儿童接种乙型脑炎疫苗的国家规划，但估计的覆盖率较
低。库蚊通常嗜动物血（主要吸食动物的血液），但也可叮咬人类。中国疾病控制中
心在该地区每年对乙型脑炎进行监测和检查。病媒控制方法和个人防护信息请见第
3.7节。 

四川山区过去曾报告发生人患鼠疫病例，该地的野生啮齿目动物及其跳蚤中存在鼠疫
杆菌的天然病灶。天然地方性动物病循环周期的紊乱可造成野外和生活在人类聚居地
附近的啮齿目动物群体之间更多的接触，从而加大人接触有感染可能性的啮齿目动物
的机会。不但在四川，而且可能在鼠疫流行的周边省份（包括甘肃、青海、云南和贵
州），因地震转移的人群可能会面临接触携带鼠疫杆菌的鼠类和跳蚤的更大危险。病
例的检出和管理以及控制有害生物和环境污染的方法应遵照卫生部的指导。 

四川省地震受灾地区没有疟疾传播的重大危险。虽然疟疾仍然是中国的一项严重公共
卫生问题，但主要发生在恶性疟原虫传播危险较高的云南和海南省。四川省在2003年
报告了289例（占全国报告的疟疾病例总数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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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目前未报告有埃及伊蚊，即登革热的主要病媒。四川省有白纹伊蚊，即登革热
的一种次要病媒。中国在2007年报告了不足600例登革热，主要发生在四川以南的省
份。 

2.4 与拥挤相关的疾病 

人口转移可造成重新安置地区内的拥挤，从而加大某些传染病传播的危险。麻疹、白
喉、百日咳（疫苗可预防疾病见下一节），急性呼吸道感染，脑膜炎球菌病和结核是
通过呼吸道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在拥挤的居住条件下，人与人之间有密切的接
触，而且房屋/棚舍内的通风不良，从而使危险增加。拥挤还可提高与水相关的疾病
和媒介传播疾病传播的可能性。 

急性呼吸道感染包括上呼吸道或下呼吸道系统的任何感染。在中国受到关注的一大问
题是5岁以下儿童的急性下呼吸道感染（肺炎、毛细支气管炎和支气管炎），这种感染
在全球造成的儿童死亡人数多于任何其它疾病。据世卫组织估计，中国有13%的5岁
以下儿童死亡是肺炎造成的。低出生体重、营养不良和未经母乳喂养的儿童患肺炎的
风险更高。这些儿童死于肺炎的风险也更高。 

脑膜炎球菌病在世界各地零散发生，季节性差异较大，并占流行的细菌性脑膜炎的一
大部分。 

结核传播的危险在拥挤的情况下也较高。在2005年，中国达到了病例检出（估计病例
数的70%）和治愈（病例数的85%）的全球指标。在2006年连续第二年达标。中国国
家结核规划正在努力改进向所有结核患者，包括结核/艾滋病毒患者（占2006年所有
结核病例的0.3%）、耐多药结核患者（占2006年所有结核病例的4%）以及非正式国内
移民（“漂流人群”），提供高质结核医疗。缺少经培训的人员是实施控制结核战略方
面的一项挑战。国家结核规划与普通医院各自管理的结核药房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问
题。正在开展试点项目以改进合作。 

2.5 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和常规免疫覆盖面 

破伤风与易感病人的伤口处理不当相关。土壤中的破伤风杆菌芽胞可感染小伤口、裂
伤和灼伤。潜伏期通常为3-21天，病死率为70-100%。 

破伤风易发伤口的例子包括： 
− 被泥土或粪便污染的伤口 
− 刺伤 
− 灼伤 
− 延迟就医的伤口 

在创伤处理欠佳的情况下，应当以高度怀疑的态度看待伤口和损伤。应尽快对受伤存
活者实施适当管理以尽可能减少今后的残疾并防止可避免的死亡。病人应系统地接受
预防性抗生素和破伤风类毒素疫苗（如无免疫力），以及破伤风免疫球蛋白（如伤口
有可能感染破伤风）。 

（关于病例管理，请见第3.1节“基本创伤和医疗护理”；更多的信息可见第四节“伤
口和损伤”，《世卫组织急救和基本外科治疗综合管理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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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传播因拥挤而增多。在2008年3月，四川省与世卫组织和中国卫生部合作，针对
年龄为8个月至14岁的儿童开展了一次全省麻疹疫苗接种运动。运动之后的县级简易
调查显示覆盖率达到95%以上。 

在全国范围内，脊髓灰质炎、麻疹、白喉和百日咳的免疫覆盖率估计全部达到90%以
上（见表1），从而减少了转移人群中传播的危险。但是，即使在显然已充分接种过疫
苗的人群中，拥挤的居住条件可有利于麻疹等高度传染性疾病的传播2。 

表1. 1岁儿童常规疫苗接种覆盖率，2006年，中国 

抗原 覆盖率%* 
卡介苗 92 
百白破，第三剂 93 
乙型肝炎，第三剂 91 
含麻疹的疫苗 93 
脊髓灰质炎，第三剂 94 
*向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的国家官方估计值3 

2.6 其它危险 

尸体。重要的是，要向所有各方说明尸体不形成公共卫生威胁。当死亡是事件的初步
影响造成的，而不是因为霍乱和出血热等疾病造成的，死尸与疾病暴发无关。在不存
在已知危险的情况下，为控制传染病对环境使用消毒剂是不必要的，并可占用其它地
方需要的稀少资源。对处理尸体者，建议采取标准感染控制防备措施。（更多的信息
可见第4节“死尸的处理”）。 

由于地震的最初影响和清理活动，伤员数量众多。因为很难立刻到卫生设置就医，急
性损伤就医的时间较晚，所以伤口感染和破伤风的危险很高。坏疽是伤口污染的一种
并发症，及时治疗是预防的关键。应加大力度处理坏疽性伤口，通过手术切除坏死组
织。对未受影响者没有传播危险。（更多的信息可见第4节“伤口和损伤”，以及“紧
急情况中的儿童健康”：《医院儿童治疗手册》）。 

环境危险可因工业设施（化学、放射性设施，等等）遭受破坏而出现。地震受灾地区
报告出现氨水、盐酸和硫酸的工业泄漏，转移的人群可有接触的危险。正在对水和其
它来源进行污染监测。（更多的信息可见第4节“紧急情况中的环境卫生”，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环境风险识别）。 

电力供应中断。必须考虑电力供应长时间中断的影响。如果食用，腐败的食物可成为
疾病的可能来源。常规疫苗储备和冷链可受到影响。 

                                                 
2 Marin M 等。人口密集岛屿上发生大规模疫情期间麻疹的传播和疫苗的有效性：对疫苗接种政策的影响。《临床传

染病》，2006 年，42:315-319。 
3 世卫组织。中国报告的免疫覆盖率。 
http://www.who.int/vaccines/globalsummary/immunization/timeseries/tscoveragebycountry.cfm?country=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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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慢性病患者可遇到常规药物供应中断的情况。 

性传播感染，包括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当出现紧急情况时，人们面临的
情况可使他们接触艾滋病毒、梅毒和淋病的机会大量增多。危险因素包括大量人群离
家转移，妇女和儿童处于无助的地位，家庭暴力，社会服务压力过大或遭到破坏，以
及缺少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手段。 

中国的艾滋病毒整体流行率较低，但特定人群和特定地区的流行率较高。在亚人群
中，流行水平存在地域差别。传播的主要模式仍然是注射毒品，但性传播和母婴传播
正在增多。妇女越来越多地面临感染艾滋病毒的危险，自1996年以来产前护理人员中
的感染案例略有增多。据世卫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2007年底艾滋病毒/艾
滋病患者为700,000人，艾滋病毒估计流行率为0.05%，其中40.6%是通过异性性接触
传播感染的。在四川省，艾滋病毒流行率在注射毒品者中较高。 

禽流感（A/H5N1）。2003年11月，中国发生了第一起实验室确诊的H5N1人间病例。
迄今，中国已发生了30起H5N1禽流感人间病例。人间禽流感病例与接触受H5N1感染
的禽类相关。据四川省报告，鸟类中流行H5N1，而且作为常规对禽类进行H5疫苗接
种。中国的禽类估计达140亿只，其中60%-70%在农村的庭院式农场。公共卫生系统
在许多地区仍然很薄弱，所以发现和治疗潜在的人间病例是一项挑战。 

营养不良。在中国西部的某些地区，能量摄入量仍低于建议的水平，尤其是对年龄为
6至24个月的儿童而言。营养不足是儿童期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而且与认知
能力发育受损相关连。在西部省份出生的儿童有40%以上被认为存在轻度或中等发育
不良。孕妇和学龄前儿童中的贫血被认为是一项中等程度的公共卫生问题。在2002
年，年龄在4个月以下的婴儿中有71.6%得到母乳喂养（城市地区为66.4%，农村地区
为74.6%）。 

受四川地震影响的一些地区已知发生过炭疽。最高的感染风险与清洗和食用受污染的
肉类相关。炭疽芽胞可在土壤中存活很长时间，并可能在最近遭受地震活动破坏的地
区出现。四川、甘肃、青海、贵州和云南省有天然的炭疽疫源地。 

四川省也有其它疾病，例如猪链球菌感染、内脏利什曼病（黑热病）以及血吸虫病。
但是，感染风险不太可能在地震后加大。 

派往中国的人员准备。紧急情况在性质上以及在流行病内容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医疗
准备工作必须尽可能全面（接到通知后马上就走会产生各种限制）并专门针对中国的
情况。 

四川省地震受灾地区没有疟疾传播的重大危险。但是，日夜防范蚊虫叮咬的个人防护
措施（长袖衣服、驱蚊剂、蚊帐）对预防乙型脑炎等媒介传播疾病是很重要的。 

还应考虑在医疗包中包括用于水净化的氯片、手术口罩、手套、食物和水。（更多的
信息可见第4节“旅行建议”）。 

对派往中国的人员提出的疫苗接种建议，请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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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对派往中国的人员的疫苗接种建议 

注意：来自受感染地区的旅行者须有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疫苗 有效期 备注 

白喉 10年 可与破伤风相结合。 
破伤风 10年 如过去10年内未接种，建议接种加强疫苗。 
脊髓灰质炎 10年 人群转移可产生输入野生病毒的潜在危险。 
伤寒 3年  
甲型肝炎 终生 如果不能证明通过疫苗或疾病获得免疫力，

即使接到通知后立即要出发也必须接种疫
苗。可与乙型肝炎相结合。 

乙型肝炎 15年  

基本要求 

霍乱 2年 如果出发前有足够的时间，应服用2剂口服
疫苗（两剂之间间隔一周）。 
服用第二剂霍乱和ETEC(产肠毒素大肠杆菌)
联合口服疫苗（商标为DUKORALTM）之后
一周可获得免疫力。 

任选 乙型脑炎 3年 尽管该地区流行该病，但对停留时间不足一
个月的个人危险较低。如果时间许可，建议
接种三剂（第0日、第7日和第28日） 

 麻疹  在紧急情况中有潜在危险。如果在儿童期未
得到充分免疫，应考虑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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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为减少传染病危险应立即实行的重点干预措施 

• 对易流行的疾病进行预警监测和反应，重点为急性水性腹泻、急性带血
腹泻、急性呼吸道感染、麻疹、脑膜炎、黄胆综合症、原因不明的发
热、集中发生原因不明的病症。 

监测系统应包括： 
○ 所有卫生保健提供者的参与 
○ 标准化的病例定义、数据收集和报告 
○ 立刻向卫生部报告流行病警报 
○ 随时可用的流行病调查包，其中包括粪便、脑脊髓液和血液取样
包 

○ 快速现场调查易流行疾病的疑似病例 
○ 立即应对并实施控制措施 
○ 包括收集、运输和重点化验标本程序的实验室支持 

• 流行病防备和储存药物用于易流行的疾病 
○ 形成多部门的疫情快速反应小组，并为成员指定具体任务 
○ 补液用品（例如乳酸林格氏液、口服补液盐）、治疗药物储备
（例如环丙沙星、阿莫西林、强力霉素）和个人防护装备 

○ 用于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免疫材料（疫苗、注射材料、冷链能力） 

• 针对可能高负担病症（腹泻病、肺炎、创伤/伤口护理）的病例管理方案
和基本药物/物资（见第3.4节） 

• 提供安全的食物、水、环境卫生和卫生设施（见第3.1、3.3、3.8节），以
及适当的临时住所（见第3.2节） 

• 继续（或恢复）治疗服用慢性病药物者，包括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抗结
核药物（见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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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染病控制干预措施 

3.1 水与环境卫生 

确保不间断供应安全饮水是降低水源性疾病暴发危险的最重要的预防措施。 

• 联合国难民署、世卫组织和人道主义宪章与赈灾救助标准项目建议每天向每
人供应至少 15 至 20 升清洁水，供人们饮用、烹调和盥洗。 

• 游离氯使用最为广泛，且使用最为简便，是最实惠的饮水消毒剂。它对几乎
所有水源性病原体都很有效。 
− 次氯酸纳溶液、次氯酸纳钙和漂白粉是用于用水点或家庭用水处理的最实

用的游离氯。 
− 所需氯的数量主要取决于水中有机物含量，需视具体情况而定。30 分钟

后，水中活性氯的残留浓度应为 0.5 毫克/升，可以采用简便的实地检测工
具进行检测。 

• 提供适当和足够的储水器、烹饪锅和燃料可以确保安全储水和适当烹调食
物，降低霍乱和其它腹泻病的危险。 

• 应宣讲基本卫生常识，使社区认识到有关健康危害。 
• 此外，还应提供简易厕所或指定如厕点等适当的环境卫生设施。 

3.2 住所和实地规划 

•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制定的国际准则，流离失所或无家可归者住所之间必须尽
量留足间隔，以便预防与过度拥挤有关的疾病，如麻疹、急性呼吸道感染、
腹泻病、结核以及病媒传播的疾病等。 

• 在住所和在分发食物时，应特别注意和保护妇女和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应
让妇女参与规划和开展住所和食物分发活动。 

• 应将垃圾倒入住所外的垃圾坑并防止啮齿目动物啃咬垃圾，以降低这些人口
受到啮齿目动物以及其它病媒感染的可能性。 

3.3 处理营养不良 

• 在医院初次就诊的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中，细菌感染十分常见。必须全面开
展并认真监控对严重营养不良患者的临床管理，包括输液治疗。常见的严重
营养不良问题包括低体温、低血糖、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等。（更多的信息可见
第 4节“营养不良”）。 

• 灾民生娩的婴儿从出生到 6 个月期间通常只应母乳喂养。应努力创造和维持
有利环境，鼓励经常性母乳喂养婴儿，并一直喂养到两岁为止。应严格控制
灾区母乳代用品的质量、分发和使用。非母乳喂养的婴儿容易受到感染，可
能会罹患腹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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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根据受过婴儿哺育专业训练的合格卫生人员和营养师的评估结果，决定是
否使用婴儿配方奶喂养失散的婴儿和孤儿。应确定使用标准和哺养对象。由
于水源和环境卫生设施普遍受损，只宜使用不用搀水的即开即用式婴儿配方
奶。应鼓励喂养人用杯子和匙子向婴儿喂即开即用式婴儿配方奶。不应提供
奶瓶和塑料奶嘴。 

• 需要向依靠食品救助的人口配给适当数量和质量的、足以满足其常量营养元
素和微量营养元素需求的食物。6 个月以上的婴儿和较大的儿童需要获得符合
卫生标准、容易食用和易于消化的食物，以便他们在吸食母乳之外补充营
养。还必须重视维持哺乳妇女的适当营养。需要定期评估家庭获得食物（包
括市场价格）情况，并需相应调整紧急食品救助。 

• 在紧急赈灾期之后，应努力改善家庭以更持久的方式获得食物的机会（例如
分发种子、土地/作物管理、创收活动等），并确定适当的儿童哺育和养育方
法，其中包括实行膳食多样化和改善卫生。需强调指出的是，即使营养适
当，但如果手不干净，将会加剧腹泻病的传播。 

3.4 病例管理 

急救和外科治疗 

必须重点向伤员提供紧急救护和外科治疗，在紧急赈灾期需要治疗的灾民中，许多医
疗需求与此相关。适当治疗和外科处理这些损伤很关键，可以提高伤员的存活率，尽
量降低今后机能受损和残疾，并确保完全恢复社会活动。为预防可避免的死亡和残
疾，处理受伤灾民的实地卫生人员应遵循以下创伤救护基本原则。 

• 应按损伤的严重程度对患者分类，并应根据现有资源和存活机率确定治疗重
点。分类处理的基本原则是，在配置资源上确保维护最多的人的最大健康福
利。 

• 伤口感染的预防和管理核心原则：（见第 4 节“伤口和损伤”，《伤口感染的预
防和管理》） 
− 不要闭合已感染的伤口。已感染的伤口有脓。有系统地对伤口进行清洗和

外科清创。反复进行外科清创和用盐水冲洗，直到伤口完全清洁为止。 
− 不应闭合 6 个小时以上的伤口。治疗办法是清洗伤口，先不闭合（用经过

盐水消毒的湿纱布或清洁纱布轻敷，并用干敷药裹敷），然后在 48 小时后
闭合伤口。这称为伤口延期一期闭合。 

− 受污染的伤口不应闭合。处理办法是，对伤口进行清洗和外科清创，清除
坏死的组织和碎屑，并安排延期一期闭合。 

− 预防伤口感染： 
○ 在受伤后尽快恢复伤员的呼吸和血液循环。 
○ 使伤员回暖，并尽早提供高能营养和止痛。 
○ 不用止血带。 
○ 尽快（如有可能应在 8小时内）对伤口清洗和清创。 

○ 采取通用预防措施，避免感染传播。 
○ 对伤口很深以及有其它症状的伤员采取抗生素预防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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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的疗效达不到伤口感染根源。抗生素只对伤口周边有效；使用抗生
素是有必要的，但还不够，需要连同上面提及的适当清创和伤口清洗方法
综合使用。 

− 不建议使用外用抗生素，也不建议使用抗生素溶液清洗伤口。 
− 在外科处理伤口之前，如果受伤时间已超过 6 个小时，应对伤员进行破伤

风预防治疗，或在伤口呈现以下一种或多种症状的情况下在受伤后任何时
间都应采取破伤风预防措施：穿刺型伤口，组织失活程度相当严重，出现
败毒症临床症状，受到土壤/粪便污染，灼伤，冻伤，高速枪弹伤等。（更
多的信息可见第 3.6节“免疫”和第 4节“伤口和损伤”）。 

• 应尽量为搜救人员配备鞋和皮手套等基本防护设备，以免他们被刺伤。 
• 应该向卫生保健人员、搜寻人员和安全人员提供艾滋病毒接触后预防箱，以

便他们在不慎接触已被感染的血液和体液之后采取预防措施。乙型肝炎传播
也与接触已被感染的体液相关。 

传染病的病例管理 

• 增强社区对早期治疗的必要性的认识和加强病例适当管理很重要，有助于减
轻传染病的影响。在卫生保健设施中采用标准的治疗规程并使用经批准的一
线药物进行治疗至为重要，可确保有效诊断和治疗肺炎、主要易流行的疾病
（包括霍乱、痢疾、伤寒、乙型脑炎、甲型和乙型肝炎、利什曼病、钩端螺
旋体病、麻疹和脑膜炎）以及性传播感染等。 

• 应根据国家规程，制定标准的感染控制办法。 
• 必须确保向以前接受治疗的灾区结核病患者提供抗结核治疗。其治疗不得中

断，应根据国家结核控制规划部门的指示进行治疗。还应遵循国家结核控制
规划部门的指示开展结核病例管理的各方面工作。用于治疗结核病的药物
（例如利福平或链霉素）不得用于治疗其它疾病。 

• 应采取应急措施确保提供一整套最低限度的艾滋病毒预防、治疗和护理服
务，其中包括加强标准预防措施，向卫生服务部门提供手套、消毒针头和针
管以及开展安全的垃圾处置管理。还应提供进一步服务，其中包括提供避孕
套，开展宣传教育和宣讲预防措施，对在职业场所中接触艾滋病毒者以及遭
强奸者采取接触后预防措施。应维持针头和针管交换规划。应努力确保正接
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治疗不中断，并为了预
防与怀孕有关的艾滋病毒传播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更多的信息可见第 4
节“性别与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 

5 岁以下儿童的病例管理 

• 1990年至 2006年期间，中国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了 47%，每千活产的婴
儿死亡人数从 45 例降至 24 例。但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在人口最稠密
的地区，其中包括在地震灾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仍未获得较好解决。 

• 急性呼吸道感染和腹泻的早期发现和病例管理以及通过儿童期疾病综合管理
对新生儿进行病例管理，可预防 5岁以下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过高问题。 

• 儿童期疾病综合管理正在中国 97 个以上的县中实施，现已进入推广阶段。在
紧急情况期间和随后阶段，训练有素的卫生工作者可以根据全国儿童期疾病
综合管理方针和《医院治疗儿童手册》（见第 4 节“紧急情况中的儿童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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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监测、预警和反应系统 

监测、预警和反应系统的目的是，发现疾病暴发和监测易流行的疾病。迅速发现易流
行疾病的病例对确保迅速控制疫情至为重要。监测、预警和反应系统应该： 

• 包括防范疾病暴发，制定具体的疫情应对计划，为采取干预措施储存足够的
供应，其中包括对疾病暴发的成套调查工具； 

• 充实现有的监测结构，确保迅速调查关于易流行疾病的报道； 
• 重视公众严重关切的异乎寻常的新发和重现的传染病； 
• 确定负责迅速诊断和确认主要传染病威胁的主要实验室以及标本运送和跟踪

规程； 
• 确保向当地公共卫生部门转送材料。 

3.6 免疫 

• 一例麻疹疑似病例就足以触发立即开展大规模免疫活动，以控制麻疹。疫苗
接种情况不明的儿童也应接种麻疹疫苗。 

• 随着紧急情况趋于稳定，应作为基本紧急卫生保健服务的一部分，根据国家
免疫规划定期提供疫苗接种服务。应该要求发现错过疫苗接种的人并为这些
人接种疫苗。 

•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利用疫苗控制疫情，但并不推荐使用甲型肝炎疫苗预
防在灾民中暴发疫情。应始终开展卫生教育和改善环境卫生，以补充疫苗接
种工作。 

• 不必为预防疾病而开展大规模破伤风疫苗接种规划。需要为那些有开放性伤
口/破裂、且从未接种的人接种破伤风疫苗（世卫组织建议与减毒白喉类毒素
疫苗联合接种）并注射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根据破伤风疫苗接种记录，对从
前已接种疫苗的伤员（例如负伤的清障人员）注射破伤风免疫球蛋白。 

• 根据当地情况，连同其它预防措施一道接种伤寒疫苗可能有助于控制暴发伤
寒疫情。 

• 口服霍乱疫苗。应遵循世卫组织最近发表的风险评估材料（见第 4 节“腹泻
病”）决定是否在灾民中使用口服霍乱疫苗。根据目前的建议，一旦开始暴发
疫情，或在基本公共卫生重点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不应使用口服霍乱疫
苗。 

• 应特别重视免疫活动垃圾的安全管理和处置，以防血源性病原体的传播。 

3.7 病媒控制和人员保护 

• 应普遍提供长效杀虫剂蚊帐（每两人一顶蚊帐），最优先发放对象是孕妇和 5
岁以下儿童。 

• 必须清除和适当处置垃圾，以免啮齿目动物传播疾病和苍蝇繁殖。 
• 应关紧储水器或盖上防蚊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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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卫生教育：基本宣传用语 

在中国目前的灾情中，可能无法实施所有下述建议。《志贺氏菌病控制方针》载有更详
细的建议，请见第 4节“腹泻病”。 

安全用水 
• 即使清水也会有细菌。 
• 向水里倒几滴液态氯，或煮开后饮用。 
• 将饮水存放在干净、带盖的锅中或桶里或开口很小和有盖子的其它容器内。

应在取水 24小时之内用掉饮水。 
• 端起容器倒水，而不要把杯子放到容器内舀水。 
• 如果不得不舀水，请使用系在储水器上的带柄专用舀水杯或其它器皿。 

提倡良好卫生习惯 

• 用肥皂洗手： 
− 在烹调、就餐和哺育儿童前； 
− 在如厕后或为上完厕所的儿童擦拭后； 
− 清洗手的各个部位 - 手掌、手背、手指间和指甲缝。 

• 应每月向每人提供至少 250克肥皂。 
• 上厕所大便。 
• 保持厕所清洁。 
• 提倡所推荐的呼吸道卫生习惯。 

水源 

• 不要在饮用水的水源中或附近大小便。 
• 不要在饮用水的水源中或在专用取水点（小溪、河流或水池）盥洗、洗衣服

或清洗锅碗瓢盆。 
• 开放式水井不用时必须盖上，以免受到污染。 
• 水桶用完后应悬置，不得放在脏地上。 
• 水井或手压泵四周必须尽量保持清洁。 
• 不要让垃圾和死水滞留在水源周围。 

避免蚊虫叮咬 
• 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内睡觉。 
• 确保在传播季节对房屋或帐篷/住所适当喷洒杀虫剂。 
• 在蚊子以及叮咬人体的其它昆虫出没时，应穿着有保护作用的服装。 
• 在室外蚊子出没最频繁时留在室内。 
• 使用驱虫剂和蚊香（如果有）。 
• 清除、销毁或倾倒房屋或帐篷/住所周围淤积雨水的小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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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 如果尽可能采纳以下建议，即可最大限度降低配制食物带来的疾病传播危

险。 
• 应将水视为已被污染，在煮开或用氯处理后才可放心饮用或用于配制食品。 
• 食品安全对最易患上食源性疾病的婴儿、孕妇和老人尤为重要。 
• 保持清洁：洗手和对厨用设备进行消毒，不让有生病症状的人进入做饭地

点。 
• 将生食与熟食分开，生食与现成的熟食绝不使用同一设备，除非已对该设备

进行消毒。 
• 食品必须煮透，做熟后应立即食用。 
• 使用干净水烹饪蔬菜，生吃的水果需要削皮；扔掉受损、变质或发霉的食

品。 
• “要么煮熟，要么削皮，否则绝不食用”。 
• 不让生病的牲畜或屠宰前已死的牲畜进入食物链。 

尽早就医 
• 早期诊断和处理腹泻（患病后 24小时内）。 
• 诊断和处理高烧或持续发烧。 
• 如果腹泻，应该饮用通过使用安全饮水（煮开的或经氯消毒的水）配制的口

服补液盐水，并去卫生中心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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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来源 

世卫组织总部/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 
传染病监测和反应，世卫组织/世卫组织西太区办事处 

http://www.wpro.who.int/sites/csr/overview.htm 
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期间疾病控制，世卫组织/总部 

http://www.who.int/diseasecontrol_emergencies/en/ 
危机中的卫生行动，世卫组织/总部 

http://www.who.int/hac/en/ 
 
禽流感与大流行性流感 
禽流感 

http://www.who.int/topics/avian_influenza/en/ 
《在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中防范和减轻大流行性流感》。第二版，2008年5月 (pdf -550 kb) 

http://www.who.int/diseasecontrol_emergencies/WHO_HSE_EPR_DCE_2008_3web.pdf 
 
紧急情况中的儿童健康 
紧急情况文件 

http://www.who.int/child_adolescent_health/documents/emergencies/en/index.html 
医院儿童治疗手册 

http://www.who.int/child_adolescent_health/documents/9241546700/en/index.html 
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 

http://www.who.int/fch/depts/cah/resp_infections/en/ 
《儿童期疾病综合管理儿童生长曲线图手册》(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6年) 

http://www.who.int/child_adolescent_health/documents/IMCI_chartbooklet/en/index.html 
 
登革热 
《登革出血热：诊断、治疗、预防和控制》。第二版。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1997年。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dengue/Denguepublication/en/ 
《在小型医院中治疗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准则》，新德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
事处，1999年 (PDF-255 kb) 

http://www.searo.who.int/LinkFiles/Dengue_Guideline-dengue.pdf 
登革出血热：早期确认、诊断和医院管理，卫生保健工作者应对疫情音像指南。
(WHO/CDS/EPR/2006.4)。 

http://www.who.int/csr/about/what_we_do/films/en/index.html 
 
腹泻病 
《复杂紧急情况下的急性腹泻病：至关重要的步骤》。 

http://www.who.int/cholera/publications/critical_steps/ 
《霍乱暴发：评估暴发应对和改进防备》 

http://www.who.int/cholera/publications/cholera_outbreak/ 
《管理急性腹泻暴发的初步措施》。 

http://www.who.int/cholera/publications/first_steps/ 
《志贺菌病（包括志贺痢疾杆菌1型引起的流行病）控制准则》 

http://www.who.int/topics/cholera/publications/shigellosis/ 
《在复杂突发事件中使用口服霍乱疫苗：下一步如何？》，世卫组织会议报告。埃及开罗，2005年
12月14-16日。[pdf-3200kb] 

http://www.who.int/cholera/publications/cholera_vaccines_emergencies_2005.pdf 
《背景文件：伤寒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世卫组织，2003年) [pdf-230kb] 

http://whqlibdoc.who.int/hq/2003/WHO_V&B_03.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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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捐赠 
《药物捐赠准则》（世卫组织，1999年修订版） [pdf-270kb] 

http://whqlibdoc.who.int/hq/1999/WHO_EDM_PAR_99.4.pdf 
 
紧急情况中的环境卫生 
《饮用水水质准则》，第三版，其中载有补编1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dwq/gdwq3rev/en/index.html 
《紧急情况和灾害中的环境卫生：实用指南》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emergencies/emergencies2002/en/index.html 
《世卫组织关于紧急情况的技术说明》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hygiene/envsan/technotes/en/index.html 
《关于紧急情况的常见问题》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emergencies/qa/en/index.html 
《在紧急情况下妥善管理卫生保健废物的四个步骤》 

http://www.healthcarewaste.org/en/documents.html?id=184&suivant=25 
 
食品安全 
《保证自然灾害后食品安全》 

http://www.who.int/foodsafety/foodborne_disease/emergency/en/ 
《食品安全五大要点：对消费者和处理食品者的简单建议》 

http://www.who.int/foodsafety/consumer/5keys/en/index.html 
《安全配制、储存和处理婴儿配方粉的准则》（世卫组织，2007年） 

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micro/pif2007/en/index.html 
 
性别与基于性别的暴力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关于在人道主义环境下针对基于性别的暴力采取干预措施的准则》 (2005年) 
[pdf-1900kb] 

http://www.humanitarianinfo.org/iasc/content/products/docs/tfgender_GBVGuidelines2005.pdf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关于人道主义行动中性别的手册：妇女、女童、男童和男子需求不一，机会均
等》(2006年) [pdf-3200kb] 

http://www.humanitarianinfo.org/iasc/content/documents/subsidi/tf_gender/IASC%20Gender%20Han
dbook%20(Feb%202007).pdf 

《世卫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联合编写的对被强奸受害者的临床管理：制定对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的使用规程》。2004年修订版。 

http://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clinical_mngt_rapesurvivors/ 
 
肝炎 
甲型肝炎 

http://www.who.int/csr/disease/hepatitis/whocdscsredc2007/en/ 
戊型肝炎 

http://www.who.int/csr/disease/hepatitis/whocdscsredc200112/en/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80/en/ 

 
艾滋病毒/艾滋病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关于在紧急情况下艾滋病毒/艾滋病干预措施的准则》 

www.who.int/3by5/publications/documents/iasc/en/ 
 
乙型脑炎 
《乙型脑炎临床治疗准则》 (2005年) [pdf-461kb] 

http://www.path.org/vaccineresources/files/JE_clinical_care_guidelines_PAT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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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标本采集 
《在实地调查疫情期间采集临床标本准则》 (世卫组织，2002年)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surveillance/WHO_CDS_CSR_EDC_2000_4/en/ 
 

利什曼病 
http://www.who.int/leishmaniasis/en/ 

 
钩端螺旋体病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diseases/leptospirosis/en/ 
 
疟疾 
全球疟疾规划：流行病与紧急情况 

http://www.who.int/malaria/epidemicsandemergencies.html 
《复杂紧急情况中的疟疾控制》。机构间现场手册 (2005年) [pdf-1500kb] 

http://www.who.int/malaria/docs/ce_interagencyfhbook.pdf 
 
营养不良 
关于紧急情况中营养的出版物 

http://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nut_emergencies/en/ 
《传染病与食品严重短缺情况》(世卫组织，2005年) [pdf-250kb] 

http://www.who.int/diseasecontrol_emergencies/guidelines/Severe_food_shortages.pdf 
《重大紧急情况中的营养管理》。(世卫组织，2000年) [pdf-12 800kb]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0/9241545208.pdf 
《紧急情况中的婴儿喂养 -缅甸和中国救援人员指南》 

http://www.who.int/child_adolescent_health/news/2008/13_05/en/index.html 
《严重营养不良儿童住院治疗准则》 (2003年) [pdf-400kb] 

http://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guide_inpatient_text.pdf 
以社区为基础的严重营养不良管理 

http://www.who.int/nutrition/topics/comm_based_malnutrition/en/index.html 
《严重感染或严重营养不良儿童的管理：发展中国家一级转诊准则》 

http://www.who.int/child_adolescent_health/documents/fch_cah_00_1/en/index.html 
《紧急情况期间婴幼儿喂养的指导方针》 (世卫组织，2004年) [pdf-1800kb] 

http://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guiding_principles_feedchildren_emergencies.pdf 
《紧急情况中的婴幼儿喂养。对紧急救助人员和规划管理人员的业务指导》(IFE, 2007年) [pdf-
870kb] 

http://www.ennonline.net/pool/files/ife/ops-guidance-2-1-english-010307.pdf 
 
尸体管理 
《灾后尸体管理：紧急救援者现场手册》(2006年) [pdf-1100kb] 

http://www.paho.org/english/dd/ped/DeadBodiesFieldManual.pdf 
《灾难情况下尸体的管理》(世卫组织，2004年) [pdf-780kb] 

http://www.paho.org/english/DD/PED/DeadBodiesBook.pdf 
 
麻疹 
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于紧急情况中降低麻疹死亡率的联合声明 

http://whqlibdoc.who.int/hq/2004/WHO_V&B_04.03.pdf 
世卫组织关于麻疹的信息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topics/measles/en/index.html 
麻疹实况报道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8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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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情况中的医疗垃圾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medicalwaste/emergmedwaste/en/ 

《对紧急情况期间和之后废弃药物的安全处置准则》（世卫组织，1999年） 
http://www.healthcarewaste.org/en/documents.html?id=15&suivant=16 

《在紧急情况下妥善管理卫生保健废物的四个步骤》(世卫组织，2005年) 
http://www.healthcarewaste.org/en/documents.html?id=184&suivant=8 

 
紧急情况中的精神卫生 
紧急情况中的精神卫生 

http://www.who.int/mental_health/resources/emergencies/en/index.html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关于紧急情况中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的准则》(2007年) [pdf-800kb] 

http://www.humanitarianinfo.org/iasc/content/products/docs/Guidelines%20IASC%20Mental%20Hea
lth%20Psychosocial.pdf 

 
脑膜炎 
《流行性脑膜炎球菌病的控制。世卫组织实用准则》，第二版 (世卫组织，1998年)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meningitis/WHO_EMC_BAC_98_3_EN/en/ 
 
疫情通报 
《世卫组织疫情通报准则》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WHO_CDS_2005_28/en/index.html 
 
脊髓灰质炎 
世卫组织推荐的脊髓灰质炎监测标准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_monitoring/diseases/poliomyelitis_surveillance/en/index.html 
 
外科手术 - 紧急外科治疗 
《基本和紧急外科治疗综合管理工具包》 

http://www.who.int/surgery/publications/imeesc/en/index.html 
 
旅行建议 
《旅行者食品安全指南》 

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consumer/travellers/en/index.html 
《国际旅行与健康》(2008年) 

http://www.who.int/ith/en/ 
 
结核 
《在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中治疗和控制结核。机构间现场手册》(2007年)。[pdf-960kb]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7/9789241595421_eng.pdf. 
 
疫苗与生物制品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en/ 
 
病媒控制 
综合病媒管理 

http://www.who.int/malaria/integratedvectormanagement.html 
疟疾病媒控制 

http://www.who.int/malaria/vectorcontrol.html 
《杀虫剂与使用杀虫剂控制具有公共卫生重要性的病媒和害虫》(2006年) 

http://whqlibdoc.who.int/hq/2006/WHO_CDS_NTD_WHOPES_GCDPP_2006.1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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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与损伤 
《伤口感染的预防与管理》[pdf-40kb] 

http://www.who.int/hac/techguidance/tools/Prevention%20and%20management%20of%20wound%20
infection.pdf 

《基本和紧急外科治疗综合管理工具包》 
http://www.who.int/surgery/publications/imeesc/en/index.html 
– 《灾害情况下紧急外科治疗的最佳做法准则》[pdf-2254kb] 
http://www.who.int/surgery/publications/BestPracticeGuidelinesonESCinDisasters.pdf 
– 《世卫组织通用基本急救设备清单》[pdf-111kb] 
http://www.who.int/surgery/publications/EEEGenericListFormatted%2006.pdf 

 
人畜共患疾病 

http://www.who.int/zoonoses/resourc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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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卫组织推荐的病例定义 

急性腹泻 
伴有或不伴有脱水的急性腹泻（过去24小时内3次以上拉稀）。 

疑似霍乱 
在未听说存在霍乱的地区：5岁以上的人因急性水泻而严重脱水或死亡，伴有呕吐或不
伴有呕吐。 
在暴发霍乱疫情的地区：5岁以上的人急性水泻，伴有或不伴有呕吐。 

霍乱病例确诊： 
从腹泻大便标本（或直肠拭子）中分离出O1型或O139型霍乱弧菌。 

带血腹泻 
大便中可见带血的急性腹泻。 
确诊流行性菌痢病例：取大便标本进行培养和取血液样本进行血清诊断；分离出志贺
痢疾杆菌1型。 

急性迟缓性麻痹（疑似脊髓灰质炎） 
15岁以下儿童急性迟缓性麻痹，其中包括格林 - 巴利综合征，或被怀疑患有脊髓灰质
炎的任何年龄者的任何急性麻痹疾病。 

急性出血热综合征 
急性发烧（持续时间为三周以下），并伴有以下任何症状： 
• 出血性皮疹或紫癜皮疹 
• 呕血 
• 咳血 
• 大便带血 
• 出鼻血 
• 其它出血症状 

急性黄疸综合征 
在没有任何已知诱发因素和/或发烧的情况下急性发作黄疸的疾病。 

5岁以下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肺炎 
咳嗽或呼吸困难 
  以及 
两个月至1岁婴儿每分钟呼吸50次或50次以上 
1岁至5岁儿童每分钟呼吸40次或40次以上 
  以及 
无凹胸，无喘鸣，无一般危险体征。 

注：严重肺炎=咳嗽或呼吸困难+下列一种或多种症状（不能喝水或吃奶、严重呕吐、
痉挛、昏睡或丧失知觉），或儿童虽不吵闹，但有凹胸或喘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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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 

疟原虫化验（血涂片（厚涂片或薄涂片）或快速诊断化验）呈阳性、正在发烧或在过
去48小时内曾发烧者（伴有或不伴有恶心、呕吐和腹泻、头痛、背痛、寒战、肌痛等
其它症状）。 

儿童 
无并发症的疟疾 
发烧而且无任何一般性危险体征，例如昏睡或丧失知觉、痉挛或不能吃喝等。如有可
能，化验证实是否患有疟疾。 
恶性疟疾 
发烧而且伴有一般性危险体征（昏睡或丧失知觉、痉挛、或不能吃喝）。 

麻疹 
发烧和斑丘疹（即无水疱）以及咳嗽、鼻炎（即流鼻涕）或结膜炎（即红眼）。 
  或者 
被临床卫生工作者怀疑染上麻疹的任何人。 

确诊麻疹病例： 
显示存在麻疹特有的IgM抗体。 

脑膜炎 
疑似病例 
突然发烧（>38.5℃），且颈部僵直。 
≤12个月的婴儿患者发烧，而且颅囟凸出，即为脑膜炎疑似病例。 

细菌性脑膜炎可能病例 
上文定义的急性脑膜炎疑似病例，伴有脑脊髓液混浊。 

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可能病例 
上文定义的脑膜炎疑似病例，并且应用格兰氏染色法显示格兰氏阴性双球菌或正出现
流行性皮疹或瘀疹或紫癜皮疹。 

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确诊病例 
上文所定义的疑似病例或可能病例，脑膜炎双球菌化验显示脑脊髓液抗原阳性或脑脊
髓液培养或血液脑膜炎双球菌化验呈阳性。 

破伤风 
成人破伤风 
在受损或受伤后3至21天期间出现以下一种症状： 
• 面部肌肉痉挛或痉笑 
• 痛性肌缩。 
新生儿破伤风 
如果任何新生儿在出生后头两天能正常吸吮和哭泣，但在第3天至第28天期间不能正常
吸吮，或任何新生儿变得僵直或发生痉挛或同时存在这两种症状。 

原因不明的发烧 
在没有任何其它已知病因的情况下发烧（即体温超过38.5℃）48小时以上。 

原因不明的群体性健康事件 
集中出现在时间和/或地域上紧密相关的、原因不明的类似症状和体征的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