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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词表
ARDs  急性呼吸道疾病 

CHW  社区卫生工作者

HCW    卫生保健工作者 

HIV/AIDS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ILI  流感样疾病

PPE  个人防护装置

SARS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词汇表
集中照护——是指把感染同一种病原体的患者集中安置在指定的病房（同一空间

和医护人员），而没有确诊的患者不允许进入。

社区卫生工作者——接受过关于社区层面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的基础培训的社区

成员。

飞沫——人们说话、咳嗽或打喷嚏时排出的呼吸道气溶胶。这些飞沫在排出飞沫

者周围短距离内（通常< 1米）扩散。被感染者排出的飞沫可能包含传染性微粒。

免疫系统——保护机体免受疾病侵扰的生物学程序。

潜伏期——从暴露于疾病到出现症状的这段时间。

传染性微粒——在此培训指南中，“传染性微粒”是指导致急性呼吸道疾病的微

生物。

卫生保健工作者——包括参与为患者提供卫生保健服务的多种专业人员（医生、护

士、物理治疗师和职业病医生、社会工作者、药剂师、心理咨询师等）。

呼吸道——肺及呼吸通道。

读者请注意：
本文件旨在提供基本的摘要信息，这足以实现培训目标，但是要获取

更多的详细信息，请参照《卫生保健中易发生流行及大流行的急性呼吸道

疾病感染预防与控制-世界卫生组织临时指南，2007》，可从此网址获得：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WHO_CDS_EPR_2007_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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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急性呼吸道疾病是全球范围内传染病发病及死亡的首要原因之一 1。同时，急性

呼吸道疾病也是患者就医或住院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最近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又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流行提示在卫生

保健中实施有效的感染控制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在医疗环境中，引发SARS的病毒的传

播机会得以扩大，55-72%的可能病例 2发生在医疗环境中，对卫生保健工作者造成了严

重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引发SARS的病毒是否还在人群内传播，但是未来它仍有可能

在动物宿主中出现或者在人类中再发。从SARS的流行中我们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卫

生保健机构需要做好防备，并努力建设一个安全操作的文化氛围以预防和控制卫生保

健相关感染的传播。

耐多药结核病和新型流感病毒的出现表明，SARS不是唯一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威

胁的急性呼吸道疾病。例如，在禽类中已经出现了几次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的大爆

发，并且已经出现了人类被感染的若干例子。这些事实提高了国际上对于可能引发大

流感的新型流感病毒的关注。一般人群，包括卫生保健工作者，对于一个新型流感病

毒或其它新型急性呼吸道疾病病原体可能普遍易感，这类疾病一旦发生流行，许多人

1 《卫生保健中易发生流行及大流行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感染预防与控制-世界卫生组织临时指南》可

从以下网址获得：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WHO_CDS_EPR_2007_6c.pdf

2 McDonald LC et al. SARS in healthcare facilities, Toronto y Taiwa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004,10:777–81.

培训目标
培训完成后，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卫生保健工作者应该具备 
以下能力：

1. 能够识别具有急性呼吸道疾病症状的患者，以及那些处于罹患严重急性呼吸

道疾病最高风险的患者；同时了解这些疾病的传播途径。

2. 能够提高社区对于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的知晓，这些疾病可

能引发流行和大流行，例如SARS和禽流感人间病例。

3. 能够演示在家庭和社区门诊里为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安全技

术，包括对大流行性流感患者和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

供安全医疗服务，例如SARS和禽流感人间病例。

4. 在医疗环境常规条件下以及疾病流行或大流行的情况下，能够确定用于提供

安全卫生保健的措施。

5. 能够描述可以提高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者的安全性的方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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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病并需要医疗服务。大量的潜在患者将给病例管理工作带来挑战，同时将给卫生

保健机构和社区带来感染传播的风险。

这类疾病倘若发生流行，卫生保健工作者采纳安全操作来控制卫生保健相关感染

的传播，将提高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并且避免不必要的卫生服务中断。这反过

来也将减轻其它疾病（如腹泻、麻疹）的影响，因为这些疾病如果管理不当，在流行

期间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发病和死亡。

在卫生保健机构或社区，被感染的患者是排出呼吸道病原体及其随后传播的主要

源头。感染控制措施在这两个环境下是同等重要的，同时在这两个环境下对卫生保健

工作者的指导都应该是一致的。

目标人群

本指南的目的是为教员提供资料来培训社区卫生工作者、以及其他在家庭和社区

门诊为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供安全医疗服务的卫生保健工作者。本指南提供了关于

某些急性呼吸道疾病的信息，例如SARS和禽流感，因为这些疾病是全球公共卫生的潜

在威胁，同时本指南也包含了适用于所有急性呼吸道疾病的信息。本指南包括了关于

应用个体防护装置（如口罩、手套）、环境控制（如清洁和消毒、通风、废物处理）

和其他降低暴露风险的措施（如洗手、咳嗽礼节以及患者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指

导。其内容反映了《卫生保健中易发生流行及大流行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感染预防与控

制——世卫组织临时指南，2007年》 3中的指导原则。

社区卫生工作者广泛就职于各个卫生保健部门，但是他们的培训教育却差别很

大。因此，教员应该对本指南所提供信息进行改变，以弥补社区卫生工作者这类特定

群体的知识差距。

3 《卫生保健中易发生流行及大流行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感染预防与控制——世卫组织临时指南，2007

年》可从以下网址获得：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WHO_CD_EPR_2007_6/

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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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规划：内容和程序

规划内容

本文所描述的培训规划包括四个单元。这些单元的培训内容和目标总结在表I

中。此版为教员设计的指南中，每一单元的主题通过随后的练习和评价问题来加深理

解。

急性呼吸道疾患者的护理和治疗将因地制宜。因此应用本指南的教员应该根据当

地的情况来调整内容和方法。比如，第一单元给出了关于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信息，但

是在不能广泛使用一次性纸巾的地区，布质的手帕则更适用。第四单元给出了关于漂

白剂的使用建议，但是这对于无法获得漂白剂的地区则并不适用。

表I 培训内容概述

单元 内容 培训目标
每一单元培训结束时，学员具备以下能力:

1 理解急性呼吸道疾
病和可能引起国际
关注的急性呼吸道
疾病

• 描述急性呼吸道疾病和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

呼吸道疾病；

• 理解早期发现和报告急性呼吸道疾病和可能引起

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的重要性；

• 区分流行和大流行；

• 区分季节性流感和流感大流行，以及它们和禽流

感的区别；

• 描述急性呼吸道疾病和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

呼吸道疾病的感染途径，以及哪些人容易发展为

危重病例；

• 向人们解释如何保护自己和如何限制急性呼吸道

疾病的传播。

2 急性呼吸道疾病和
家庭治疗

• 明确在家庭如何治疗急性呼吸道疾病；

• 为家庭成员提供以下信息：在家庭照护急性呼吸

道疾病患者时，如何降低自身被感染的风险。

3 保持社区卫生工作
者和卫生保健工作
者的安全

• 识别流感样症状以及如何监测自身健康；

• 讨论如何通过使用防护装置来降低健康风险。

4 急性呼吸道疾病和
诊所

• 描述如何物理隔离候诊区和门诊的急性呼吸道疾

病患者；

• 在为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后，明确

如何清洁诊所；

• 配备浓度为0.05%的漂白液。

ARDs：急性呼吸道疾病; CHW：社区卫生工作者; HCW：卫生保健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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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程序

以主动学习为主的培训方法是最有效的（“从做中学”）。本文包括许多练习，

通过这些练习来集中学员的注意力。鼓励教员开发其他的主动学习方法来帮助学员理

解和应用本指南中各单元的内容。

不推荐采用自学方法，即只给学员提供书面材料，希望他们把材料中所展示的内容

融入到自身实践环境中的方法。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者需要在一个能够

提问、能够展示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以及能够得到充分评估的环境中获得培训和指引。

成人培训技巧

本部分信息改编自2006年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编写的“Educational 

Programme for Nursing and Midwifery Management of HIV/AIDS Prevention, Care, 

Treatment and Support: Programme Development Guide”。

四种常用学习方式

依据每个人掌握信息的途径，有以下四种常用的学习方式：

 ■ 视觉型：有些人通过视觉途径，如图解、图表和图像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吸

收信息。通过幻灯片演示、图片、图表、电视录像等方式，视觉型学习将达到

最佳学习效果。

 ■ 听觉型：有些人喜欢通过讨论问题及聆听讲座来学习，他们对不同语调、音高

和音率较敏感。通过讲座、讨论等方式，听觉型学习将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 动觉型学习：有些人喜欢行动、运动和参与。他们喜欢轻松、不拘束的环境，

即使有人坐或立于旁边也不会感觉受拘束。通过“做”，例如角色扮演和临床

实习，动觉型学习将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 数字型学习：有些人对注重细节和结构的具有条理的书面信息较感兴趣。通过

书面教材，比如讲义，数字型学习将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任何群体通常都由不同学习方式的个体混合而成，明白这一点有助于教员理解采

取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的重要性。

成人学员的总体特点

成人学员不是需要灌输知识的“空白容器”；他们具备日常生活以及在某机构工

作的宝贵经验。如果被教育的对象是成年人，那么教员需要以一种承认、尊重和建立

在学员的知识经验基础上的方式来管理教学活动。

下面给出了一些能帮助教员来创造愉快学习经历的建议。更多方面的总结见表

II。

 ■ 如果成年人参与小组的过程中暴露出自己在专业或个性方面的缺点，他们会感

到焦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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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培训研讨班、教育性练习和讨论部分内容，以便学员提问题时有安全

感，同时确信他们的投入获得尊重；

• 在一个研讨班或者课程中，如果学员相互还没熟悉，不要过早要求他们接受

挑战（比如参加角色扮演）；给学员时间和机会在小组中树立自己的角色。

 ■ 成年人给任何学习环境带来了丰富的个人经验和知识，因此：

• 通过请学员分享理念、意见和知识，以及认同学员拥有可能是有助于达到教

学目标的良好资源，来显示对学员个人经验的尊重；

• 应用需求评估能告诉你更多小组中个人的情况，如果你已经了解他们，那么

找出那些在你授课各环节前、中、后能有所贡献的人。

 ■ 成人具有决策和自我学习能力，因此：

• 不要试图让别人服从你；应做“在身边的指导者”，而不是做“台上的圣

人”；

• 聆听学员所想所需，课程设计应具有弹性，如果日程安排或方法不奏效，则

进行更改；

• 要求小组反馈。

 ■ 当成人发现信息或任务是有意义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兴趣就被激发起来了，因

此：

• 进行需求评估，以便你知道学员想要（和需要）学习什么，他们已经知道

了多少，以及可能影响他们注意力持续时间的“衍生性的主题”。衍生性的

主题是那些在一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受关注的事情和话题，这些主题能提高

或者挑战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它们包括：害怕失去工作，关心所爱的人的健

康，晋升的愿望，改变的需求，孩子临产，人际关系问题，或者成长和发展

的新机遇。

 ■ 成人有许多责任，若他们感到课堂浪费时间，会表现得不耐烦，因此：

• 课程设计要经过深思熟虑；

• 了解学员对某课程存在什么问题，除非存在很好的理由，否则不要教授学员

已有的知识；

• 准时上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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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 成人的学习原则

原则 原则描述 实际应用

首要和最
后

重 点 原 则 ： 最 先

学习的知识是学得最好

的；而却很难“忘却”

错 误 的 信 息 或 技 术 。 

 

 

 

最近原则：新近学习

的知识记忆最深。

重点原则：

• 在开始时先简介要点。

• 确保首次讲授内容的准确性（无论是

信息还是演示），其后再阐述这些要

点。

• 对于示范，切忌一开始就示范不要如

何做，因为后来可能很难“忘却”错

误。

最近原则：

• 将授课内容分成不同小节或者在整个

授课期间经常总结。

• 在每小节结束前，总结要点。

主动学习
原则

如果人们积极融入其

中，他们才学得最好——这

是成人学习最适用的方法。

人们能记忆他们所看、所

听、所说和所做事情的90%

。

• 协助学员制定活动计划。

• 授课期间多提问题，以便学员融入其

中并了解他们的领悟程度。主动学习

也使学员一整天都保持专注状态和学

习兴趣。

• 如果可能，提供实际操作的经历。

例如，角色扮演和案例分析可以帮助

学员掌握制定接触预防措施的必需技

能。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没有这种练

习，仅仅基于讲座信息就能在实际应

用这些技能是困难的。

超量学习 重复或“超量学习”

能令学习更有效果。如果学

员以多种方式接收信息并实

践所学，那么他们以后能够

运用这些知识的可能性会更

大。

• 以多种方式重复信息，例如，提问、

总结、举例和练习。

• 让学员自己来完成这些练习。

愉快原则 人们心情愉快的时候

会学得更好——这种时候我

们的大脑处在一种敏锐但又

放松的状态。

• 利用幽默和游戏来减轻压力，有助于

记忆信息及鼓励小组参与。

• 确保幽默和游戏与小组和文化背景相

适宜，以免冒犯任何人。

切合相关
原则

授课内容相关并且程

度合适，学习效果会更佳。

他们想知道如何将新知识与

已有知识结合，以及如何把

新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工作场

所或个人处境。

• 使用熟悉的例子。

• 说明如何应用信息。

• 运用日常熟悉的例子，通过描述、举

例、图解，联系学员的经验，把新旧

知识结合。

• 要求学员分析个案或设计行动方案，

以实践所学。

双向沟通
原则

当学员感到他的想法

被采纳时学习效果最佳。

• 与学员互动交流，不要单向传授。

• 在授课时设计一些互动环节，例如设

计提问——解答环节或者互动活动。

• 鼓励反馈，提高学员的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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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目标
第一单元完成后，学员将能够：

1. 描述急性呼吸道疾病和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

2. 理解早期发现和报告急性呼吸道疾病和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

的重要性；

3. 区分流行和大流行；

4. 区分季节性流感和流感大流行，以及它们与禽流感的区别；

5. 描述急性呼吸道疾病和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感染途径，以

及哪些人容易发展为危重病例；

6. 向人们解释如何保护自己和如何限制急性呼吸道疾病的传播。

的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卫

生

保
健中

1.1 什么是急性呼吸道疾病？

急性呼吸道疾病是指影响呼吸道（肺和/或呼吸通道）的急性传染病，急性呼吸

道疾病是由许多不同的微生物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病能影响世界各地的所有年龄

组。最常见的症状和体征包括咳嗽、咽喉痛、流鼻涕、打喷嚏和气促或呼吸困难，并

且经常伴有全身和肌肉疼痛和发热(> 38°C) (图1)。

第一单元 
 理解急性呼吸道疾病和可
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
吸道疾病

大多数急性呼吸道疾病发作是温和的（如普通感冒），但是在特定人群里急性呼

吸道疾病可能同严重的疾病相关（见1.7部分），并且在全球住院和死亡病因中位居

前列。新型呼吸道疾病经常在人间持续发生并传播。一些急性呼吸道疾病可能引起关

注，因为它们能在短时间内在大量人群中迅速传播并且引起重症和死亡。可能引起国

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包括SARS、新型流感和任何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新型呼吸道

传染病。许多急性呼吸道疾病原发于动物和禽类（如禽流感），但是具有传播给人类

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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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 咽喉疼痛 流鼻涕 打喷嚏

气促或呼吸困难 
(可能引起关注的呼吸道疾病)

身体及肌肉
疼痛发热 (>38°C)                     呕吐 (儿童)

急性呼吸道疾病经常表现为流感类疾病的症状，例如突然出现发热(>38°C)，同时

伴随以下症状之一：咳嗽、咽喉痛和全身疼痛。儿童可能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和腹泻。

1.2 什么是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

这类急性呼吸道疾病可能引发疾病流行，并具有严重的后果，如导致人群大量发

病和死亡。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包括SARS、新型流感（如禽流感）和

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新型呼吸系统疾病。

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最常见症状和体征是指那些可能伴有恶

心、呕吐或腹泻的流感类疾病的症状体征。除此之外，这些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经常

表现为严重气促（呼吸困难）和呼吸窘迫，以及可能表现出异常体征，例如意识障

碍。患者可能有接触病畜或其他类似症状患者的经历。

1.3 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早发现和早报告

一线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社区卫生工作者经常是患者接触卫生保健系统的第一

关，他们可能是首先识别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的人。根据当地的程

序，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必须立即向当地的卫生当局报告。

当新型疾病出现时，卫生当局经常不了解疾病的起因、易感人群、传播速度或者

最佳的治疗方法。由于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或

图1：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最常见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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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发，卫生保健队伍的所有成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他们怀疑有这类疾病就立即

向卫生当局提供信息。同样重要的是，卫生当局也必须预警和通知卫生保健工作者关

于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疾病方面的可能事件和防护措施。

1.3.1 识别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群体的技巧 

 ■ 通常有大量具有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

 ■ 患者具有异常症状（如严重的呼吸窘迫、意识障碍或者高度警觉）；

 ■ 患者有同病畜或其他报告患有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接触

的历史；

 ■ 患者的同住人员或家庭成员患有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疾病；

 ■ 个人接触过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以及有过类似症状和体征

的患者（例如，直接参与为重症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或与其同一个病房的患者

提供医疗服务的卫生保健工作者）；

 ■ 及早准确地向卫生当局报告，有助于卫生系统进入新型疾病或疾病新爆发的警

戒状态。

1.3.2 社区卫生工作者的作用

 ■ 社区卫生工作者具有特殊的责任，要识别可能患有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

吸道疾病的患者，并把他们迅速转交/转诊到合适的医院；

 ■ 如果社区卫生工作者发现异常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病例或者大量的急性呼吸道疾

病患者，他们应该知道联系哪个官方机构；

 ■ 社区卫生工作者应该协同当地医院工作来确定哪些患者出院后能在家庭获得安

全的医疗服务（见附录I ）。

1.4 流行和大流行

许多急性呼吸道疾病很容易人传人。流行是指在某一特定地区同时出现大量某种

疾病的病例，波及大量人群。通常病例在短时期内涌现。在温带地区，呼吸系统疾病

的流行通常出现在寒冷季节。大流行是指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流行，或者是在涉及若干

国家的广泛区域内发生的流行，通常会波及数量非常大的人群。

1.5 季节性流感，大流行性流感和禽流感

流感一般是由人流感病毒引起（例如季节性流感和流感大流行），很少由动物流

感病毒引起（如禽流感）。有关这三种类型的流感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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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季节性流感

流感病毒经常发生变异，人类对于新的变异流感病毒并不总是具有免疫力。那么

这些变异可能会引发疾病流行，疾病流行大多发生在冬季。发生在夏季的流感类疾病

通常是由其它病毒所引起。季节性流感的症状同前面所述的流感类疾病的症状相似（

见1.1部分）。季节性流感的潜伏期大概是2-3天。

1.5.2 大流行性流感

当一个新的流感病毒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传人，而世界上大多数人对该病毒

几乎或根本没有免疫力的时候，人类流感大流行 4就发生了。新病毒的潜伏期还不清

楚；但是，专家预料它将同目前的人类流感病毒的潜伏期相似，即1-4天（典型的是

2-3天）。

1.5.3 禽流感

禽流感是由禽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疾病，很少因为密切接触家禽或其它禽类而

传播给人。人禽流感在疾病早期表现为流感样疾病症状，但是经常发展为肺炎，随后

可发展为严重呼吸窘迫。该病可能表现为1.2部分所述的异常症状。患者报告曾有家

禽接触史，人类病例的潜伏期少于7天，最典型的是2-5天。在可能已发生了有限的人

传人的聚集发病群体中，潜伏期大约为3-4天，但是也有一个估计是8-9天的例子。然

而，禽流感病毒可能变异为一种易于人传人的病毒。这可能代表着一个新的流感大流

行的开始，所以禽流感是一个重大的全球卫生问题。

1.6  人们是如何罹患急性呼吸道疾病的？

只要一个人对某疾病易感并且暴露于该病，那么他/她就可能罹患该疾病。急性

呼吸道疾病患者是主要传染源，当该传染源密切接触一个易感的人时，该病的传播就

发生了。当我们咳嗽或打喷嚏时，排出的鼻腔或口腔分泌物的飞沫核就在其推动下扩

散到我们周围的空气中。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飞沫中含有传染性的微粒。飞沫核扩

散到空气中，慢慢沉积在正在咳嗽患者的周围物体表面上（通常在距离该患者1米范

围内）。患者咳嗽、打喷嚏或擦拭鼻子的时候，患者手上可能接触了传染性微粒。通

过直接接触分泌物或手、用过的手帕、水杯、纸巾或其他曾接触过分泌物的材料，物

体表面也被污染了。其它体液和排泄物可能也含有传染性微粒。

4 所有关于大流行性流感的信息必须与当地公共卫生权威机构进行核对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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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急性呼吸道疾病最常见的传播途径 

 ■ 咳嗽或打喷嚏产生的飞沫直接沉积到口腔、鼻腔或眼睛的粘膜上（SARS和禽流

感期间，通过眼睛/眼结膜而感染病毒尤其重要）（图2）；

 ■ 接触飞沫，例如接触了患者沾有自己分泌物的手，或者在清洗其他人比如孩子

的分泌物时，不小心通过接触眼睛、鼻子或嘴巴而不慎造成飞沫传播；

 ■ 通过接触被分泌物污染的物品（例如，用过的纸巾或手帕）的手而传播。

除了以上所述的模式，下面这些也与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的传播

相关：

 ■ 禽流感最常见的传播途径是人类通过密切接触和直接接触病禽被感染，而很少

通过密切（例如，密切长期）接触患者而被感染（图3）；

 ■ SARS通过传染性飞沫从患者传播给其他人，大多数是通过密切接触而被感染。

图2	:	与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直接接触或密切接触可导致感染

<1m
<1m

图	3:	接触被具有传染性的呼吸道分泌物污染的物体时可能被感染

<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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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影响急性呼吸道疾病传播的其他因素

影响急性呼吸道疾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包括国际旅

游、过度拥挤的居住条件以及过于拥挤却不重视感染控制措施的卫生保健机构。

对于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病原微生物自身的变异，就禽流感而

言，人类同家养或野生动物共享生活空间（就禽流感而言）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影响人

类的新发疾病的出现。同被感染的动物（如感染禽流感的家禽）有过接触的人更容易

发病。诸如家庭成员等这些一直照顾患者但没有使用任何个人防护措施的人，也可能

发病。

1.7   谁罹患急性呼吸道疾病重症的风险较高？

普通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有些人更容易变成急性呼吸道疾病的重症患者。他们包

括幼儿（<2岁）、老年人（>65岁）、孕妇、之前患有呼吸或慢性心脏疾患的人以及

免疫力低下的人，例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人、血液病患者或癌症患者（图4

）。

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SARS和禽流感经常会发展成重症，即使那

些之前很健康的人也可能如此。

图.4: 儿童、超过65岁的老人和孕妇获得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的危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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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人们怎样做才能有助于降低急性呼吸道疾病的传播？

普通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每个人都能通过许多措施来降低急性呼吸道疾病的传

播。以下几条是最重要的。

 ■ 将感染的患者同其他人隔离开，距离至少为1米（3英尺）；

 ■ 咳嗽或打喷嚏时掩住口鼻，养成好的呼吸卫生习惯（1.9.2部分）（图5）；

 ■ 做到经常洗手，彻底洗手（1.9.2部分）（图6）；

 ■ 实施环境控制措施：通过打开门窗利用自然风来改善空间内的通风情况；清洁

患者周围的环境；

 ■ 如果可得，卫生工作者在为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应该使用多种

保护措施来掩住口鼻（例如口罩）。

特别对于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卫生保健工作者：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前后要洗

手，以保护自身和患者。无论何时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均要洗手。摘脱口罩或其他防

护装置后洗手是很重要的，因为手接触被患者使用过的装置时经常被污染。在备有速

干手消毒剂并且充分防备安全问题（例如火灾和误饮）的机构，应该把正确的洗手方

法（用擦手液搓洗20-30秒）作为消毒手段进行宣传。

1.9   降低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的
传播

1.9.1 物理隔离

物理隔离可能是减少急性呼吸道疾病传播的最重要的措施！

 ■ 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应该尽量远离其他人（尤其是小孩、老年人和那些有慢性

基础性疾病患者）（图7）。

图	5:	咳嗽或打喷嚏时要捂住口鼻，
避免传播急性呼吸道疾病

图	6:	只要触摸了任何被具有传染性的
呼吸道分泌物污染的东西都要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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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护理患者的人应该尽量与患者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只有在需要护理的时候才

靠近患者（图8）。

 ■ 如果你在教家庭成员在家庭内如何护理患者，告诉他们减少同患者接触的次数

并且尽量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

1.9.2 呼吸卫生和手卫生

呼吸卫生

 ■ 每一个人在打喷嚏或咳嗽的时候都应该使用个人专用的手帕或纸巾（如果条

件允许）掩住口鼻，然后执行手卫生措施。

 ■ 所有具有呼吸道症状的人都应该用纸巾包住分泌物并在使用后立即丢弃（一次

性的纸巾更好，因为它们更便宜并且可以在使用后以适当方式丢弃）。非一次

性的物品（例如布手帕）应该只能使用一次（如果条件允许），然后执行手卫

生措施（图9）。布手帕应该根据下面的洗涤说明进行清洗。

1m<1米

图	9:	教导人们使用纸巾包住具有传染性的呼吸道分泌物，然后将纸巾丢弃，再洗手

图	7:	保证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与其
他家庭成员分开

图	8:	尽量与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保
持至少1米的距离，只有需要提供医
疗服务时才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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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告诉公众不要往地上、人行道上或者垃圾桶里吐痰。所有的呼吸道分泌物都

应该包在一次性纸巾或布手帕里。

 ■ 教导人们怎样安全地咳嗽和打喷嚏，以及如何处理咳嗽或喷嚏时用于掩住口鼻

的物品。对于一次性的物品（如纸巾），把它们放在一个垃圾袋里。对于那些

非一次性的（例如打喷嚏时用衬衣袖子遮住口鼻），根据下面的家庭治疗说明

进行清洗(2.3.3和2.3.4部分)。

 ■ 提醒人们接触具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尤其是那些咳嗽或打喷嚏的患者时，应

该经常且彻底地洗手。

 ■ 社区门诊应该在社区内张贴关于如何安全咳嗽和打喷嚏以及如何处理可能被污

染的材料的信息。

手卫生

 ■ 为了帮助降低呼吸道感染的传

播，所有人都应该经常洗手，尤

其是咳嗽或喷嚏时用手掩盖口鼻

后。注意：手卫生措施也能帮助

预防其他疾病。因此，要提醒人

们经常洗手（例如使用马桶后[图

10]，接触患者前后，做饭前后，

吃饭前）。

 ■ 应该用肥皂和水至少清洗40-60秒

才算是完成了手卫生操作，或者用

速干手消毒剂擦手20-30秒（见附

录II）。在社区内，鉴于安全（例

如火灾或者误饮）和速干手消毒剂

的缺乏，洗手是清洁手部的主要方法。

1.9.3 环境控制

环境控制措施包括降低空气中、同易感人群接触的物体表面和物品上的传染性微

粒浓度的措施。促进良好的环境通风是呼吸道传染病环境控制措施之一。对于那些也

能经接触传播的疾病，应该重视设备消毒、表面清洁、被服清洗和废弃物的管理。

环境通风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结核病），含有传染性微粒的飞沫非常小，不直接沉积在患

者周围的表面上，但可能短暂悬浮在空气中。通过确保房间通风良好，使得小的飞沫

被流动的空气驱散，就能降低来自小的飞沫的感染风险。这在患者居住的房间内尤其

重要。为了鼓励进行良好的通风：

 ■ 教导户主尽可能保持门窗开放（图11）。在经虫媒传播疾病（如疟疾）流行

的区域，只要条件允许则要使用蚊帐。

图.10: 使用厕所后要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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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一个自然通风设计的房间内，患者应该被安置在靠近外墙、靠近开放窗户而

不是靠近内墙的位置。

环境清洁

 ■ 沉积在患者周围物体表面的传染性微粒不能通过通风驱除。因此患者用过的或

患者周围的物体及表面都被污染了，需要用湿的拖把或抹布及洗涤剂来定期清

洁。

 ■ 为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应做到：尽可能把

患者的设备（患者接触过的材料和物品）同其他患者的分开。安全彻底地清洁

患者设备(见 2.3, 4.2.5, 4.4部分)。

1.9.4 个人防护

为了预防传染性微粒从患者传播给卫生保健工作者和其他患者，要充分利用可用

的防护措施（更多细节参见第四单元个人防护装置部分）。如果外科口罩可获得，并

且正确应用外科口罩的培训是可行的，那么在近距离（1米以内）为具有呼吸道症状

（例如咳嗽或打喷嚏）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应鼓励卫生工作者佩戴外科口罩。

教员应注意：错误使用口罩（如一次性口罩的重复使用，把口罩搭在颈部）（图

12）可能会增加佩戴口罩者或他人感染疾病的风险。

为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应注意：接触患者

的个人应该使用最容易得到的个人防护装置（口罩、眼部防护、手套、隔离衣或防护

服），并且，当离开患者房间时，要小心摘脱防护装置并严格执行手卫生措施。

3

图12:	戴口罩时要保证佩戴正确，口罩
使用过后要立即丢弃

图11: 利用自然风改善患者房间的空
气流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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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感染控制预防措施的持续时间

感染控制预防措施需要持续使用的时间因疾病种类和患者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差

别。

1.10.1 禽流感病毒

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患者可以在开始的2-3周内通过呼吸道传播该病毒。如果临床

证明不需要住院，他们可以出院，但是，他们需要关于自我隔离、呼吸卫生和严格洗

手方面的合理建议。

1.10.2 人流感（季节性流感和大流行性流感 5）

 ■ 成人和超过12岁的青少年：症状出现后，感染防控措施应该持续使用5天。

 ■ 婴幼儿和12岁及以下的儿童：症状出现后，感染防控措施应该持续使用7天（

婴幼儿在出现症状后的21天内都可以传播季节性流感病毒）。

1.10.3 SARS

对于具有正常免疫系统功能的SARS患者，当患者有症状的时候，应该使用感染防

控措施。

5 所有与大流行性流感相关的信息必须和当地公共卫生权威机构核对并更新。鉴于本文件的目的，假

定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的传播方式和以前已确证的人流感病毒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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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培训练习和评估问题
第一单元培训练习

练习 
编号 练习 基本原则

1-1 估计1米的长度
利用一团绳子、丝带、纱线或细线，

让学员估计1米的长度。教员应该备有一把
米尺或卷尺，但是不能让学员一目了然，
以便学员做出最好的估计。练习之后把绳
子裁成1米长让学员带回家。在资源不足的
地方，个人可以用步数来衡量1米的长度。

主动学习比简单讨论
的记忆效果更好；让人们
估量1米是多长将有助于
他们记住这个距离，并且
他们将把绳子带回家。

1-2 示范手卫生（角色扮演）
让一个志愿者“教”教员怎样洗手。

教员将扮演家庭或社区成员的角色。

通过细心提供指导和
说明，教员能够强化正确
的技术，同时纠正所有错
误。

1-3 编写关于呼吸卫生的故事、诗歌、歌
曲、海报或谚语

用最适宜于当地文化的手法，让社
区卫生工作者编写关于呼吸卫生的故事、
诗歌、歌曲、海报或谚语。依靠团队，教
员可以先向个人征求作品然后在团队内共
享，或者先向小组征求作品然后在大组里
共享。

因为社区卫生工作者
是当地环境下的专家，由
他们开发适宜于当地的提
醒系统将是最有效的。在
组内分享成果有助于小组
成员互相学习，并且可以
提供立即反馈的机会。

教员应注意：社区卫生工作者是当地医疗卫生环境下的专家。因此学员们能最充

分地利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明确他们在当地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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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评估问题

问题 
编号 问题 答案

1-1 至少描述两种急性呼吸
道疾病的症状*

最常见的症状和体征包括咳嗽、
咽喉痛、流鼻涕、打喷嚏，以及气促
或呼吸困难、全身及肌肉疼痛、发热
（>38°C）。

急性呼吸道疾病经常表现为流
感样疾病的症状，即突然发热（体温
>38°C），并伴随以下一种或多种症
状：咳嗽、咽喉痛、全身及肌肉疼痛、
呕吐、腹痛或腹泻。

1-2 尽可能多地描述可能引
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
病的症状（SARS、禽流感）*

突发严重呼吸道疾病。
发热（体温>38°C），咳嗽、突发

呼吸道疾病、咽喉痛、身体疼痛、肌肉
疼痛或呕吐、恶心或腹泻。

1-3 哪些人群处于感染严重
呼吸道疾病的较高风险中？

之前患有HIV/AIDS、癌症、心脏病
或呼吸道疾病的人；婴幼儿（<2岁）；
老年人（>65岁）；孕妇。

1-4 急性呼吸道疾病是如何
人传人的？*

以下途径中的任何一种或全部：
传染性微粒从咳嗽或打喷嚏的人

转移到你的口腔、鼻腔及眼（病毒经由
眼/眼结膜而侵入，这在SARS和禽流感
的传播中尤其重要）；通过接触物体上
的传染性呼吸道分泌物而污染了手，进
而通过手转接到口鼻，*也可能转接到
眼睛里。

1-5 至少能说出一种影响急
性呼吸道疾病传播的因素

说出以下任何一种均可：不当的呼
吸卫生措施；人群过于拥挤（家庭、医
院或卫生中心）；在卫生保健机构不遵
循感染控制预防措施。除此之外，对于
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
微生物自身的变异；人类同家养或野生
动物共享生活空间；国际旅游。



21社区医护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的感染控制措施:	

教员指南

问题 
编号 问题 答案

1-6 什么是降低急性呼吸道
疾病传播的最有效的方法？*

最重要的方法：物理隔离。
其他方法：通过呼吸卫生措施控制

分泌物，正确洗手，环境通风。

ARDs：急性呼吸道疾病; CHW：社区卫生工作者; HCW：卫生保健工作者; ILI：流感样疾病; 
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教员注意事项：理想的评估将包含一个示范：即通过角色扮演或者还原示范（

即学员演示他们刚被传授或者刚由教员演示过的内容）来演示如何执行这些措施。然

而，在这里仅设置了口头或书面回答的问题。用星号（*）标注了最关键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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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急性呼吸道疾 
病和家庭治疗

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可能需要在家庭进行治疗。特别是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大部

分患者可能在家庭进行治疗。保护患者及其家人是很重要的。本单元包含的信息将帮

助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卫生保健工作者明确在教育社区人员如何护理家庭患者方面，他

们能够做些什么，并同时保持自身安全。

尽管社区卫生工作者在家庭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通常是由家庭成员夜

以继日地开展更多的患者护理工作，记住这点是很重要的。在家庭治疗环境中，社区

卫生工作者和家庭应该是合作伙伴关系。社区卫生工作者应该：

 ■ 教育护理人员如何尽可能安全地为生病的家人提供照护；

 ■ 持续地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支持、开展教育并进行监测。 

第一单元中关于洗手和避免接触患者分泌物或体液的所有信息也适用于家庭治

疗。应该强调下列要点：

2.1  物理隔离

让咳嗽或打喷嚏的患者单独居住一室，或者距离其他人至少1米（3英尺）。这将

帮助防止其他人暴露于传染性微粒（也可参照1.9.1部分）。

2.2  呼吸卫生和手卫生

要求患者咳嗽或打喷嚏时要掩住口鼻，用纸巾包住分泌物，然后洗手（见1.9.2

部分）。

第二单元目标
完成本单元后，学员将能够：

1. 明确如何为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供家庭治疗；

2. 为患者家属提供在为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供家庭护理时如何尽最大可能保

持自身安全的信息。

的
感 染 控

制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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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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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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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对于患者的衣物和器皿：所有患者接触过的器皿都要用肥皂或洗涤剂和
水进行清洗（如盘子、刀叉、茶杯、喝水的玻璃杯等）；通过手洗或机洗来清
洗衣物；在太阳底下晾干衣物。

应该鼓励所有的家庭成员经常洗手，特别是在与患者或患者物品及患者所在环境

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之后。

2.3  环境控制 

2.3.1 环境通风

尽可能利用自然通风（即在环境允许的地方）。打开房间内相对的门窗有助于利

用自然风的对流。在虫媒传播疾病（如疟疾）仍然流行的地区，只要可得就应该使用

蚊帐（见1.9.3部分）。

2.3.2 家庭环境清洁

清洁房间时，最好使用湿拖布或湿抹布，而不要使用干扫帚。干扫帚可扬起灰

尘，使传染性微粒重新弹回到空气中，而湿拖布可以更好地聚集并清除这些微粒。为

达到一般的清洁目的，湿拖把要与水及普通肥皂或者洗涤剂一起使用。

2.3.3 餐饮具和被服清洗

餐饮具：此处的“餐饮具”包括患者吃饭或喝水所用到的任何容器或器具，例如

碟、碗、盘子、刀叉、茶杯、玻璃杯等。患者使用过的所有餐饮具都要用肥皂水或洗

涤剂进行清洗。

一般被服：用肥皂和水清洗被服，可以手洗或机洗。采用常规方法晾干被服（

如在太阳底下晾干）。沾有污物的手帕（如果手帕使用过）和床上用品应该远离其他

人，直至清洗完毕。

对于被人体排泄物污染的被服或者被分泌物严重污染的被服：在清洗被服之前尽

可能清除人体排泄物（如粪便）及分泌物。为避免接触其他人，要以尽可能安全的方

式处理排泄物。处理完毕后要洗手。如果被污染的被服是通过手洗的，则要使用防护

措施（如橡胶手套或在双手套塑料袋），用肥皂或洗涤剂和水来清洗被服，并用常规

方法晾干(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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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避免接触患者的废弃物，并安全处置。

2.3.4 废弃物处理

只要可能，就利用现有的清洁和废弃物处理系统。如果没有清洁系统，则尽可能

避免接触含有患者分泌物的废弃物，也尽可能避免接触其他人（图14）。例如，可以

把粪便放到马桶里冲走；一次性纸巾可以和家庭垃圾一起倒掉。

2.4 个人防护

当卫生工作者在提供家庭治疗服务的过程中需要密切接触（距离小于1米）具有呼

吸道症状的患者时，只要有可能都应该佩戴外科口罩，或者其他最佳可用防护装置。

也应该建议护理患者的家庭成员利用可获得的防护装置来遮掩口鼻。

注意：尽管有人经常使用一些遮掩物品（如衣服、围巾、在口鼻周围系上旧布

等）来替代外科口罩，但是目前没有获得有关这些物品可以起到有效防护作用的信

息。无论使用什么物品来遮掩，在护理病人后都应该立即脱除。脱除遮掩物后应该立

即洗手。

2.5  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

2.5.1 外出旅行

如果完全可能，那么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可得，则使用救护车或私家

车，并打开车窗。

在运输过程中，患者应该与其他人间隔至少1米，并应该捂住口鼻（如用纸巾、

口罩或其他最佳可用措施）。

2.5.2  对可能暴露于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的家庭及社
区成员进行监测

正在护理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的家庭及社区成员可能接触传

染性微粒而发病。应该让他们知晓他们可能出现的症状，并及时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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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培训练习和评估问题 
第二单元的培训问题

练习 
编号 练习 基本原则

2-1 画出一个家庭的建筑平面图，显示安
置患者的地方和通风情况

要求学员画出当地一个典型的家庭或
起居安排（如公寓）的建筑平面图（如果
自己的住宅典型的话，他们也可以画出自
己住宅的建筑平面图）。确定他们画出了
门窗。他们应该标示出患者生病时居住的
房间，以及为了对流通风，应该开启哪些
门窗。

主动学习适用于个人
自身状况，具有最大的适
宜性。通过学员练习，教
员可以发现更多需要改善
通风状况和患者安置情况
的地方。

2-2 安全处理体液
通过讨论的方式，学员应该讨论他们

将在何处以及如何处理下列废弃物（根据
当地背景来采纳这些方法）：

a) 粪便
b) 使用过的含有咳嗽分泌物的手帕

很多人体体液可以
传播急性呼吸道疾病，因
此所有的体液都要慎重对
待。让学员讨论处理废弃
物的可能方法，这样教员
可以给出针对性的指导、
表扬正确的安全的处理方
法、并使学员从错误的处
理方法向安全的处理方法
转变。

2-3 对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
病患者的家庭治疗环境条件进行评估

一名禽流感患者例外地在传染期结束
前出院（正常情况下这些患者应该住院治
疗）。要求学员制定评价家庭条件是否适
宜的核对表。

然后学员应该将自己列出的核对表与
附件I的核对表样例进行比较。可以改编该
核对表样例以适合当地的情况。每名学员
应该最终确定一份符合本人当地优先领域
的核对表。

不同地方的条件差
别甚大，不同社区卫生工
作者确定现有基础设施、
住宿条件、资源及基本治
疗和支持情况的能力也差
别甚远。通过案例研究进
行教学，可以为每一项内
容提供特定背景的详细信
息。

ARDs：急性呼吸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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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评估问题

问题 
编号 问题 答案

2-1 尽可能多地确定有助
于家庭成员在护理急性呼吸
道疾病患者时保持安全的方
法。*

最重要：*尽可能与患者保持至少1
米的间隔；接触患者的任何体液或分泌
物后要洗手。

其他措施：通过打开家庭内相对的
门窗来改善通风状况；使用湿拖布清洁
地板；使用湿抹布清洁表面；在任何非
常接近患者的时候，采用措施(如果可
得)遮掩口鼻。

2-2 最安全的将患者从家运
送至医院的方法有哪些？按
照优先顺序排列下列方法：

a)  私家车，车窗关闭；
b)  公共汽车，车窗打

开，人不是太拥挤
可以允许患者和其
他人间隔超过1米；

c)  救护车；
d)  私家车，打开窗户。

优先顺序是：b， c， d； 
a是不正确的答案

2-3 如果患者不得不使用轿
车、巴士、货车或出租车来
获取医疗服务，那么患者与
其他人的距离应该是多少？*

应该采取其他哪些预防
措施？

至少1米 
 
 

患者应该遮掩口鼻（如佩戴口罩或
其他最佳的替代方法）；打开车窗。

ARDs：急性呼吸道疾病。

教员注意事项：理想的评估将包含一个示范：即通过角色扮演或者还原示范（

即学员演示他们刚被传授或者刚由教员演示过的内容）来演示如何执行这些措施。然

而，在这里仅设置了口头或书面回答的问题。用星号（*）标注了最关键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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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保证社区卫生工作者和 
卫生保健工作者的安全

这些是所有卫生保健工作者，包括社区卫生工作者，都可以采纳来保证自身安全

的预防措施。

所有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包括社区卫生工作者，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都面临

感染急性呼吸道疾病的风险。有两件卫生保健工作者可以做的重要事情：

 ■ 利用最佳可用个人防护和感染控制技术；

 ■ 对自身健康状况进行监测。

3.1 监测个人健康状况

当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社区卫生工作者为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如

SARS、禽流感）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监测个人健康状况更为重要。如果接触过这类

患者的卫生工作者出现症状，那么他们必须：

 ■ 远离其他的患者；

 ■ 远离公共场所；

 ■ 立即将自身病情报告当地卫生当局。 

潜伏期（从暴露于疾病到出现症状的这段时间）因病而异。例如，为SARS患者提

供医疗服务后7-10天内可能出现症状，但是禽流感的潜伏期则可以短至1-2天。

按照当地的政策，教员应该把下列信息传递给学员：

 ■ 只要可获得疫苗，在当地政策指导下，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应该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第三单元目标
完成本单元后，学员将能够：

1. 讨论通过使用个人防护装置来降低自身健康风险的方法；

2. 确定流感样疾病的症状，以及如何监测自身健康状况。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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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社区卫生工作者患流感样疾病，只要有可能，应该按照

当地政策采用适当的药物进行处理，以预防和治疗急性呼吸道疾病。

3.2  采用最佳可用个人防护措施

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应该和地方权威机构一起努力获取充足的手卫生

和个人防护物品（如手套、口罩、眼部防护装置、隔离衣或防护服和围裙），以保证自

身及其所在社区的安全。只有需要时，才要明智地使用防护设备，这是非常重要的。

3.2.1 避免接触血液和其他体液的个人防护基本措施

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不管患者诊断为何种疾病，为了降低与分泌物、血液

和及其它体液相关的感染风险，应该总是遵循个人防护基本措施(见表III)。应该总

是执行手卫生措施和使用个人防护措施，以避免在非保护状态下直接接触这些体液。

表III	个人防护基本措施

情景 手卫生 手套
隔离衣或
防护服 外科口罩 眼部防护

在接触患者前
后，在接触被污染
的环境表面或设备
之后总是执行

3

为避免直接接触
患者的血液和体液、
分泌物、排泄物、黏
膜或破损皮肤

3 3 3

如果存在体液
喷溅到卫生保健工
作者脸部的风险

3 3 3 3 3

3.2.2 为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采用的个人防护措施

当为一名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采用的个人防护措施应该包括佩

戴外科口罩。

3.2.3  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采用的个
人防护措施

只要有可能，在为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采取的

个人防护措施应该包括外科口罩、眼部防护、隔离衣或防护服和手套（关于穿戴和摘

脱个人防护装置的更多详细情况，参见附录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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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关于个人防护特别物品的问题

口罩

在社区为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也就是当社区卫生工作者或卫生

保健工作者距离咳嗽咳痰的患者很近（<1米）时，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卫生保健工作者

需要的最常见的防护措施就是口罩。当存在血液或体液喷溅到脸部的危险时，口罩也

可以作为面部防护措施之一。

口罩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外科口罩与脸部紧密贴合，其变潮湿时或使用后要丢

弃。有时也使用其他类型的口罩（如纸质口罩），这类口罩不能提供同样的保护功

能，而只是给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社区卫生工作者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如果不能获得外

科口罩，使用其他最佳可用口鼻遮护措施。

注意：尚没有关于诸如布、围巾或系在口鼻周围的旧布等遮护物品能起到有效防

护作用的信息。任何用于遮护口鼻的物品都只能使用一次，要安全地丢弃，在丢弃之

后应该立即洗手。

眼部防护装置

眼部防护装置包括遮护罩或者护目镜。如果患者的分泌物或体液可能喷溅到卫生

工作者，那么需要进行眼部防护。有时候会以为眼镜可以起到防护作用，但是眼镜并

不是设计用来防备喷溅物的。眼罩和护目镜如果是一次性的，那么只能使用一次，使

用后要丢弃。有些眼罩和护目镜可以清洗，但必须用洗涤剂进行清洗，然后使用可以

杀死传染性微生物的化学试剂（如漂白剂）进行消毒。

面罩

面罩可以遮护口、鼻及眼，如果可以获得，应该替代口罩和眼部防护装置来保

护脸部。但是，在医院实施特别操作（从呼吸道吸痰、支气管镜检）时可能产生传

染性微粒，仅使用面罩不能使卫生工作者免受传染性微粒的侵扰。在这些复杂的环

境下，除了面罩之外，应该使用可以有效过滤微小粒子的口罩（要获得更多详情，参

见“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 and pandemic-prone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s in health care – WHO Interim Guidelines, 2007” 6）。

隔离衣或防护服

如果患者的分泌物或体液可能喷溅到卫生保健工作者或社区卫生工作者的衣服，那

么要穿隔离衣或防护服。隔离衣或防护服可以是一次性的（如纸质的）或者是用布料制

作的。有的隔离衣或防护服是防水的，可以保护卫生保健工作者或者社区卫生工作者的

衣服。有的纸质的隔离衣或防护服可以保护衣服，但不能够防水。如果使用的是非防水

的隔离衣或防护服，且存在遇到大的喷溅物的风险时，则要额外使用塑料围裙。

6 可从以下网址获得：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WHO_CD_EPR_2007_6/en/

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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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

手套可以是乳胶、乙烯基塑料、

橡胶或其他的防水材料制作而成。为

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通常使用乳胶或

乙烯基塑料手套。清洗严重受污染的

被服和其他的清洗过程中常使用家用

橡胶手套。如果缺乏物资，那么在有

可能直接接触患者的血液、呼吸道分

泌物或其他体液时戴手套（图15）。

第三单元： 
培训练习和评估问题
第三单元培训练习

练习 
编号 练习 基本原则

3-1 制定一个记忆策略来帮助记住流感
类疾病的症状和体征

学员可以使用歌、诗、故事或任何
记忆策略。学员可能希望通过小组工作
来共同制定记忆策略。

重复最重要的信息帮助
学员将信息进行整合。使用
学员制定的记忆策略将更有
意义，并且有助于学员记住
这些信息。

图15:	当可能接触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
血液或体液时，要戴手套。

记住:	

 ■ 个人防护装置使用后应该立即摘脱；

 ■ 在摘脱个人防护装置后或者与分泌物、血液或其他体液发生任何接触之

后，要立即洗手；如果连续为多名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则在接触不同患者之

间要洗手；

 ■ 如果卫生保健工作者或社区卫生工作者连续为多名患者提供医疗服务，那

么在接触不同患者之间要更换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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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编号 练习 基本原则

3-2 扮演一位患了流感样疾病的社区卫
生工作者

教员应该提供一个符合当地情况的
例子：一名社区卫生工作者为一名SARS
患者或禽流感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因此
被感染。选择一名学员，并提问下一步
该如何做。

主动学习。既要自我照
顾又要通知当局，这是要采
取的重要措施。社区卫生工
作者和卫生保健工作者应该
首先考虑自身紧急的卫生需
求，然后将自身病情向当地
卫生当局报告。

3-3 正确穿戴和摘脱个人防护装置
教员应该根据当地的背景和个人防

护装置的可得情况，对下列内容进行改
编。

要教导学员的最关键问题是佩戴
口罩和执行手卫生，应该强调这两项措
施。对于急性呼吸道疾病，口罩是最常
见的必要防护装置，社区卫生工作者应
该示范如何摘脱和丢弃口罩，然后洗
手。

对于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
道疾病，利用当地普遍可得的个人防护
装置（隔离衣或防护服、手套、眼部防
护和口罩），并要求社区卫生工作者按
照以下顺序穿戴（隔离衣或防护服、口
罩、眼部防护及手套）。然后要求社区
卫生工作者按照正确的顺序摘脱（手套
和隔离衣或防护服，洗手，眼部防护，
口罩，然后洗手）。

作为提示，为每名社
区卫生工作者提供一张小卡
片，这张卡片显示在当地可
获得的个人防护装置的穿戴
和摘脱的顺序。

3-4 在处理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
吸道疾病时，应该采取“双人制”来穿
戴和摘脱个人防护装置

再次要求社区卫生工作者采用“双
人制”来穿戴和摘脱个人防护装置并相
互检查。教员应该观察，并仅在顺序出
错时进行指导。

用当地可获得的防护装
置进行练习，将有助于学员
记得使用防护装置和穿戴及
摘脱的顺序。

与同伴进行练习，有助
于强化学员的理解。给学员
提供一张写有简短信息的卡
片，让学员可以快速查阅相
关信息。

ARDs：急性呼吸道疾病; CHW：社区卫生工作者; HCW：卫生保健工作者; ILI：流感样疾病; 
PPE：个人防护装置。

教员要注意：如果当地具备充足的物资，那么要教导学员如何穿戴和摘脱个人防

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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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评估问题

问题 
编号 问题 答案

3-1 流感样疾病的症状有哪
些？

突然发热（体温>38°C），同时
伴随下列一个或多个症状：咳嗽、突发
呼吸道问题、咽喉疼痛、身体及肌肉疼
痛。可能还伴随呕吐、腹痛或腹泻。

3-2 当在下列任何情况下*护
理一名急性呼吸道患者时，
要确定你将要使用的个人防
护装置：

a)  对不能自己服药的患
者喂口服药时；把药
放在汤匙上时；

b) 给患者洗澡时；
c) 给患者喂饭时；
d)  更换被严重污染的床

单但不接触患者时；

a) 外科口罩；
b)  外科口罩、手套和隔离衣或防护

服；
c)  只有当患者的分泌物可能喷溅到你

时，才佩戴外科口罩和手套；如果
护理一名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
呼吸道疾病患者，则要穿隔离衣或
防护服，戴手套、佩戴口罩和眼部
防护装置；

d) 手套和隔离衣或防护服。

ARDs：急性呼吸道疾病; CHW：社区卫生工作者; HCW：卫生保健工作者; ILI：流感样疾病; 
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教员注意事项：理想的评估将包含一个示范：即通过角色扮演或者还原示范 

（即学员演示他们刚被传授或者刚由教员演示过的内容）来演示如何执行这些措施。

然而，在这里仅设置了口头或书面回答的问题。用星号（*）标注了最关键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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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急性呼吸道疾病和门诊

前面几个单元所提供的关于家庭治疗的知识，大部分也适用于门诊环境，但是

在门诊某些具体操作有所不同。此外，可能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患

者，如SARS或禽流感患者，需要特殊的医疗服务。

4.1  门诊操作
4.1.1 快速识别和治疗具有急性呼吸道疾病症状的患者

在门诊工作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应当：

 ■ 在门诊张贴告示告知患者，如有急性呼吸道疾病症状，应尽快通知门诊的卫生

保健工作者；

 ■ 尽快对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进行评价和给予治疗。这对于诸如SARS和禽流感等

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的可疑患者而言，非常重要。

4.1.2 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

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往往表现为急性重症呼吸道疾病，且

经常去最近的诊所——可能是社区门诊——寻求医疗服务。这类患者需要特别的预防

措施。

 ■ 他们需要尽快到更高级别的医院进行治疗。报告当地当局，并安排尽可能安全

的方式运送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见2.5.1部分）。

 ■ 如果不能马上将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转送至一个隔离病

房，则将其安置在一个通风良好的单间，或至少离其他人员一米远，同时尽量

避免患者与其他人接触（如仅与提供医疗服务所必须的人员进行接触）。

第四单元目标
完成本单元的学习后，学员将能够：

1. 描述如何在候诊区和门诊物理隔离患者；

2. 描述在给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后，如何清洁诊所；

3. 用门诊可获得的产品配备0.05%浓度的漂白剂溶液，或从可获得的产品中选择

一种消毒剂溶液。

的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卫

生

保
健中



34 社区医护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的感染控制措施:	

教员指南

4.1.3 流行或大流行的防备计划（“过负荷能力”）

门诊应与当地权威机构建立联系，以制定一个防备计划，帮助准备流行或大流行

情况下所需的的人员和设备。教员应注意：学员需要知道制定了什么防备计划、流行

或大流行情况下应该联系谁（可能是当地卫生当局）以及如何联系到他们（如电话或

通讯员）。

4.2 减少门诊内急性呼吸道疾病传播的措施

为了减少门诊内感染传播的风险，注意以下几点（在前面几个单元中也提及）非

常重要。

4.2.1 物理隔离

如果可能，将具有类似急性呼吸道疾病症状的患者隔离在单独的候诊区和治疗

区，这类患者与其他患者至少间隔1米。

有时，患者如在转诊到医院之前需要在诊所短暂停留。在这种情况下，将具有相

似疾病和症状的患者安置在一起，相互之间保持至少1米的距离 7。

请记住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患者（例如，癌症患者，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

人，或其他疾病患者）如果感染了急性呼吸道疾病，可能出现严重症状，因此要将这

类患者与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分开。

对于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如果不能马上将这类患者转送至隔离

病房，则将其安置在一个通风良好的单间，尽可能远离其他人。

4.2.2 呼吸卫生和手卫生

呼吸卫生

教育患者和其他任何有呼吸道症状者，咳嗽和打喷嚏时要捂住口鼻。如果可能，

提供纸巾和容器（如垃圾桶）。如果不能提供纸巾，鼓励患者要保证手帕或其他用于

包裹呼吸道分泌物的物品（如旧布）远离他人。如果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必须与其他

人共用封闭空间（如候诊室），如果有口罩且患者可以忍受戴口罩，鼓励并指导其戴

口罩。

手卫生

手卫生是预防卫生保健机构内传染性疾病传播的一个关键措施，应大力提倡和加

强。手卫生可以通过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的方法来执行，在可获得速干手消毒剂且能

7 住院患者的物理隔离应按照集中照护原则进行。集中照护是指把感染同一种已知病原的患者集中安

置在指定的病房（同一空间和医护人员），而没有确诊的患者不允许进入。当病原体没有获得实验

室确诊之前，同类疑似病例（流行病学史和临床症状相似）可以安置在同一个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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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应对安全问题（如火灾或误饮）的机构，也可通过使用速干手消毒剂来执行（见

1.9.2部分）。应鼓励门诊的卫生保健工作者正确使用速干手消毒剂，并作为主要的

手消毒方法。应在每次接触患者之前和之后彻底洗手。

4.2.3 个人防护

所有的社区卫生工作者，当在1米范围内对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时，应佩戴外科口罩或最佳可用防护装置。

4.2.4 环境通风

使用自然通风（如同在家里）：打开门窗利用门诊内自然空气的流动。在虫媒传

播疾病（如疟疾）的流行区，要使用蚊帐。

4.2.5 门诊清洁

一般清洁：使用湿拖把，不要使用干扫帚，使用普通肥皂和水进行清洁。在清洁

完毕后，要彻底洗手。

含有患者分泌物或体液的喷溅物的清洁：

 ■ 戴橡胶手套；

 ■ 在清洁物体表面之前，尽可能将患者分泌物或体液清除；

 ■ 使用湿布清洁患者周围的表面区域（如桌子）。脱掉橡胶手套后立即洗手。

 ■ 如果物体表面（如床或家具）与其他人的皮肤或黏膜直接接触，在清洁后使用

消毒剂，如0.05%的漂白剂（见4.4部分）进行消毒。

利用可获得的清洁物品进行清洁（教员请注意：要根据当地可获得的清洁物品的

种类，如肥皂、洗涤剂，来改变这些方法以适应当地实际）。

清洁患者使用过的设备：用水和普通肥皂或洗涤剂清洁。清洁之后，根据诊所的

规章制度，使用0.05%的漂白剂（见4.4部分）或可获得的其他消毒剂进行消毒。如果

可得，含酒精的溶液可用来消毒小型无孔物体表面（要考虑火灾危险和误饮等安全问

题）。如果清洁过程中有液体飞溅，清洁和消毒时应佩戴橡胶手套，还应穿隔离衣或

防护服（如果隔离衣或防护服不防水，则要再套一件塑料围裙），并进行面部防护（

佩戴护眼装置和口罩或佩戴面罩）。

避免共用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接触过的物品：除了以上几点，卫生保健工作者或

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不允许与其他患者共用物品（如笔、剪贴板和玩具）。如果患者

不得不共用设备，在不同患者使用之间要进行适当的清洁。 

4.2.6 衣物清洗

一般衣物：用水和肥皂手洗或机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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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体排泄物弄脏或被分泌物严重污染的衣物：在清洗之前，尽可能清除排泄物

（如粪便）。使用可能的最安全的方法丢弃排泄物，以避免其他人接触。

如果手洗衣物：佩戴防护用具（如佩戴橡胶手套或双手套上塑料袋），用肥皂或

洗涤剂和水清洗，然后在0.05%的漂白剂（如何配置此浓度见4.4.2部分）溶液中浸泡

20-30分钟，最后用清水漂洗干净。

如果可以用热水机洗：在热水（70°C；160°F）中使用洗涤剂清洗患者的衣

物，至少25分钟。

4.3  运输临床标本 

如果临床标本如血液、尿液和痰需要送到实验机构检验，确保将其存放于防漏

袋，并做好标签，以使任何处理标本的人知道标本可能具有危险性。确定进行检验的

实验室的联系人，并尽快联系到他，以获得应收集什么标本、如何收集以及如何运输

标本的建议。

4.4 使用漂白剂消毒 8

稀释到0.05%浓度的家用漂白剂（含氯漂白剂；次氯酸钠）可以非常有效的消灭

传染性微粒，但是需要安全地使用。并且，为了保证其有效性，每次在使用漂白剂消

毒前，要清除分泌物和体液。因为分泌物或体液很容易使漂白剂失效。

4.4.1 什么时候必须使用消毒剂？

 ■ 与患者皮肤及黏膜（口腔和眼）直接接触的表面沾有血液溅出物或分泌物时，

要先清除，然后再使用漂白剂消毒；

 ■ 被分泌物/排泄物严重污染的衣物，要先清洗，然后再使用漂白剂消毒。

4.4.2 如何使用漂白剂

初始浓度是5%（现有的商品形式）的漂白剂，在使用前必须稀释，1份漂白剂需

用99份的冷水稀释。必须用冷水稀释漂白剂，因为热水会使漂白剂分解，失去其效

力。每天配制一份新的漂白剂溶液，因为漂白剂溶液在24小时后会失去作用。

教员请注意：根据漂白剂的初始浓度将漂白剂稀释到要求的浓度（即0.05%），

初始浓度在各地可能不同。

可放到漂白剂溶液中浸泡的物品包括衣服、家庭日用织品、塑料或玻璃。金属物

品会被漂白剂腐蚀，这时则要改用含酒精的溶液来消毒小型无孔/金属物品表面。

8 本文件重点讲使用漂白剂消毒，漂白剂是最常见的可用消毒剂，但也可根据当地的指导方针，使用

其他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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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万一意外接触了漂白剂，要立即用冷水冲洗接触的表面。

图16: 把漂白剂保存在孩子和动物触
摸不到的地方

图17：打开门窗，避免出现漂白剂的浓
烟。

可以安全浸泡于漂白剂稀释液中的物品应浸泡30分钟。不能浸泡于漂白剂稀释液

中的物体或表面，要确保物体或表面与漂白剂稀释液至少接触10分钟。

4.4.3 使用漂白剂时的预防措施

 ■ 使漂白剂远离儿童和动物（图16）；

 ■ 漂白剂在阳光照射下会分解，应在避光处保存；

 ■ 确保门窗开启，以防止漂白剂烟雾积聚（图17）；

 ■ 注意不要将漂白剂喷溅到身体，特别是皮肤、口腔、鼻腔和眼睛。如果不小心

将漂白剂溅到身上，要尽快用冷水冲洗(图18)；

 ■ 每次使用漂白剂时，使用防护装置包裹手部（如橡胶手套；如果没有橡胶手

套，使用防水塑料袋）；

 ■ 禁止将漂白剂和其他清洗剂混合，因为可能会意外地产生有毒气体；

 ■ 应该告知员工，漂白剂会毁坏纺织品（如衣服）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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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培训练习和评估问题
第四单元培训练习

练习 
编号 练习 基本原则

4-1 隔离门诊内的患者
画一个当地门诊候诊区、病房以及

门窗的简图。让社区卫生工作者绘出从
患者进入门诊到离开这段时间，他们在
哪些位置安置患者。

教员应留意练习过程中
的物理隔离和自然通风。询
问如果候诊区拥挤，只有很
少的座位或没有座位时，社
区卫生工作者要求患者在何
处候诊。

4-2 门诊清洁
使用同一张简图，请社区卫生工作

者描述他们将如何清洁候诊区、检查室
的环境表面和这些房间内设备的表面，
以及他们将使用哪种类型的清洁剂。

教员应确保社区卫生工作者识别出
所有可能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的表面。
提醒社区卫生工作者这些表面包括笔、
温度计和各种类型的设备的表面。

如果培训是在门诊环境内进行，请
学员实际操作，进行环境清洁，来演示
所需的技能。

将信息应用到实际环境
中，使培训内容更有意义，
并且教员可以阐明要点。

4-3 设计报告急性呼吸道疾病症状的告
示

请社区卫生工作者根据当地的具体
情况，设计可贴在门诊内的告示，鼓励
患者报告急性呼吸道疾病症状。

设计告示要求社区卫
生工作者对症状有深入的了
解、对学习材料融会贯通并
可以应用。让社区卫生工作
者把设计成果带回家。

4-4 演示稀释漂白剂（如果当地可获
得）

如果当地可获得漂白剂，将空的漂
白剂瓶子装满水并带上。提供一箱清洁
的水。使用社区常用的水杯、玻璃杯或
其他器皿或漂白剂瓶盖作为量具，请学
员演示如何用1份漂白剂加99份冷水，
稀释到最终0.05%浓度（漂白剂初始浓
度为5%）。

如果学员不使用一定的
方法来量99份水和1份漂白剂
（如果初始浓度为5%），可
能会导致稀释不足（漂白剂
太浓）或稀释过度（漂白剂
太淡）。

ARDs：急性呼吸道疾病; CHW：社区卫生工作者; HCW：卫生保健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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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评估问题

问题 
编号 问题 答案

4-1 如以下哪项是在门诊要
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a) 隔离患者
b) 利用自然通风
c) 穿隔离衣或防护服

隔离患者和利用自然通风都很重
要，而隔离患者是降低急性呼吸道疾病
传播风险的最佳方法。

4-2 当清洁患者停留过的候
诊区时，为什么最好使用湿
拖把和湿抹布来清除传染性
微粒，而不是使用干扫帚和
干抹布？

使用湿拖把和湿抹布可以防止传
染性微粒从其停落的表面再弹回到空气
中。

4-3 清洁门诊之后，需要
记住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是什
么？

安全处置清洁用具（如抹布），然
后洗手。

ARDs：急性呼吸道疾病。

教员注意事项：理想的评估将包含一个示范：即通过角色扮演或者还原示范（

即学员演示他们刚被传授或者刚由教员演示过的内容）来演示如何执行这些措施。然

而，在这里仅设置了口头或书面回答的问题。用星号（*）标注了最关键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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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的家庭护理环境评估
核对表样例

基础设施

可用的电话 有 无

任何其他与卫生系统快速联系的方式 有 无

饮用水 有 无

污水处理系统 有 无

烹饪设施和燃料 有 无

可用电 有 无

可用热源 有 无

空调设备 有 无

住宿条件

为患者准备的独立单间/卧室 有 无

可用的室内浴室 有 无

资源

食物 有 无

必要药品 有 无

外科口罩（患者） 有 无

外科口罩（护理人员，家庭接触者） 有 无

手套 有 无

手部清洁用品 有 无

家庭清洁用品 有 无

初级护理和支持

提供护理和支持的人 有 无

医疗咨询和服务的可及性 有 无

家庭内任何高危人群 
 (如儿童<2岁，老人>65岁，免疫功能低下者)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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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
如何用含酒精制剂进行手部搓洗

1a 1b

2 3 4

5

8

6 7

把洗液倒满掌心涂满整个手部

双手掌心搓摩 右掌心覆盖左手背，
十指交叉，反之亦然

双手掌心相对，十指交叉

指背迭于另一手掌
心，十指相扣

你的手现在安全了

20～30秒

右手握左手大拇指，
旋转搓摩，反之亦然

右手五指并拢贴于左掌心，
正反向旋转搓摩，反之亦然

根据世卫组织和世界患者安全联盟2005年制定的《世卫组织卫生保健中手
部卫生准则（最新草案）：概要》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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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10 11

1

用水将手淋湿 在手上涂满肥皂

用清水冲洗双手 用一次性毛
巾擦干手

用毛巾垫着
关掉水龙头

40～60秒

3 4 5

6 7 8

双手掌心搓摩 右掌心覆盖左手背，
十指交叉，反之亦然

双手掌心相
对，十指交叉

指背迭于另一手掌
心，十指相扣

右手握左手大拇指，
旋转搓摩，反之亦然

右手五指并拢贴于左掌心，
正反向旋转搓摩，反之亦然

12

你的手现在安全了

用肥皂和水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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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I
如何穿戴个人防护装置

HAND RUB
ALCOHOL-BASED

FORMULATION

步骤1

 ■ 识别危害并进行风险管理。收集必需的个人防护装置。

 ■ 计划在何处穿戴和脱摘个人防护装置。

 ■ 你有伙伴吗？有镜子吗？

 ■ 你知道怎么处理废弃物吗？

步骤2

 ■ 穿隔离衣或防护服 。

步骤3

 ■ 戴上口罩。

步骤5

 ■ 戴上手套（套住袖口）。

步骤4

 ■ 戴上护目镜，如口罩/护目镜（应考虑采用具备防雾滴

或抗雾的护目镜），是否佩戴工作帽可以自行选择：如

果佩戴，应在戴上护目镜后再佩戴工作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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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 避免对自己、他人和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 首先脱去污染最严重的用品。

脱去隔离衣或防护服和手套：

 ■ 脱去隔离衣或防护服和手套，由内面朝外卷；

 ■ 安全地处理手套和隔离衣或防护服。

步骤2

 ■ 执行手卫生。

步骤3
 ■ 脱掉帽子（如果佩戴）；

 ■ 从后面去掉护目镜；

 ■ 将护目镜放在一个单独的容器中以备再处理

使用。

步骤4

 ■ 从后面去掉口罩。

步骤5

 ■ 执行手卫生。

如何摘脱个人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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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 避免对自己、他人和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 首先脱去污染最严重的用品。

脱去隔离衣或防护服和手套：

 ■ 脱去隔离衣或防护服和手套，由内面朝外卷；

 ■ 安全地处理手套和隔离衣或防护服。

步骤2

 ■ 执行手卫生。

步骤4

 ■ 从后面去掉口罩。

步骤5

 ■ 执行手卫生。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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