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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埃博拉病毒病仍在不断地剥夺人类的生命，并持续地对西非的医疗保健系统施加压

力。为了减缓其跨越国界的传播，有必要在口岸进行疑似病例管理。各口岸应按照世卫

组织建议及风险评估结果，结合本口岸特点实施相关管理措施，并应与现有国际最佳实

践和标准操作程序保持一致（例如空中运输的入境口岸－－由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航运

协会制定）。 

本临时指南的目标使用对象为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所涉及的人员，包括《国际卫生条

例（2005）》（IHR）1的国家联络员、口岸公共卫生当局、口岸工作人员、交通工具运

营商、交通工具全体乘务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各口岸应将本临时指南应作为参考，并结合世卫组织有关口岸应急计划的出版物、

当地实际能力和突发事件应急计划，实施各项措施。建议根据各地当前形势、当地要求

和惯例调整本文件的内容。 

 

 

 

 

为减少具有传染性的旅客登上飞机及其他交通工具的风险，同时尽量减少对口岸日

常工作的干扰，应实施以下措施： 

对于已有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的国家： 

 在国际机场、港口和主要陆地关口对所有人进行离境检疫，筛查疑为埃博拉感

染病例的不明原因发热的旅行者。 

－ 离境检疫应至少开展一次问卷调查并测量一次体温，如果有发热病例，则

应评估由埃博拉病毒病导致发热的可能性。 

                                                             
1 口岸：指国际往来时旅客、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邮政包裹出境或者入境的通道，也包括出入

境时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和区域。来自《国际卫生条例（2005）》。 

在每个指定口岸，都应该备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标准操作程序，并且

应与国际最佳实践、协议和《国际卫生条例》相一致。其目的在于早期发现疑似病例；

协助实施世卫组织有关埃博拉病例管理建议；以及预防该病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同时

令口岸避免不必要的限制和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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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口岸： 

 确保每个指定口岸都备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对于国际机场，机场应

急预案应包括公共卫生内容，并且与国际民航组织相关健康要求相一致。 

 在口岸安排一个用于健康评估的专门区域，在发现疑似病例时使用。 

 建立转运病例至指定医院的标准操作程序，包括确定救护车是否充足。 

 确保有足够数量的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并且备有足量且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PPE）和消毒剂。 

 提高交通工具运营商的警惕性，如有任何疑似病例在抵达前均需立即通知口岸

的卫生部门。确保航班和机场都有旅客座位表。同时确保机场的地勤人员和机

组成员都接受过关于如何处理埃博拉病毒病病例以及环境污染物的相关培训。 

 在口岸的卫生部门与国家卫生监测系统之间，保持有效和快速的沟通。 

 快速建立公共卫生部门和交通部门官员（例如国家民航局、机场运营方和航空

器操作人员的代表）之间的沟通渠道。向口岸所有利益攸关方发布有关埃博拉

病毒病的信息，提高其警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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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埃博拉病毒病事件的管理 

一例疑似病例可在旅途中的不同节点被发现。应根据病例对埃博拉病毒的暴露情况、全球警戒水平和各方对埃博拉病毒病的认知

程度，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图 1）。 

图 1. 公共卫生风险评判或告知的可能时间节点 

 

 

  

离境口岸 
交通运输工具 
乘坐期间 

登机/登船 经停 

或转机 

入境口岸 
（下机/离船） 

旅行 

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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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暂行标准应对措施：不同旅行阶段的建议措施（见图 1） 

阶段 问题 信息来源 建议措施 

离境口岸查验 

 旅客是否表现出身体不适？ 

 是否有发热、乏力、肌痛、头

疼、咽痛、呕吐、腹泻、皮疹

或出血等埃博拉病毒病疑似症

状？ 

 如果该国家尚未有埃博拉病毒

病病例： 

a. 该名旅行者之前是否与任何

埃博拉病毒病确诊患者或疑

似患者有过接触？ 

b. 该名旅行者近期的旅行行程

中是否包含正有埃博拉病毒

病暴发的国家？ 

若上述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为

“是”，请参考疫情国口岸埃博拉病

毒病病例管理相关建议。 

 

 

 

 

口岸卫生当局以及其工作人

员（海关工作人员，边境安检

员，地勤人员等） 

口岸卫生当局应预先与口岸管理人员、交通工

具运营商及其他口岸利益相关人员，以及国家卫生

行政部门协作，以确保早期查验，防止埃博拉病毒

病疑似病例离开乘坐的交通工具，并向出入口岸的

旅客提供埃博拉病毒病潜在风险的信息： 

a. 提供国家或地区卫生机构的联系方式 

b. 疫区各口岸需确保，除医疗撤离外，任何

疑似埃博拉病毒病人员不得旅行 

c. 在需要时提供口译服务。 

 如旅客近期曾有疫区旅行史，且出现疑似埃博拉病

毒病的症状时，口岸卫生当局应该考虑采取以下措

施： 

a. 启动本口岸公共卫生应急预案 

b. 安排医疗检查 

c. 安排病例转运 

d. 安排采集临床标本或环境样本 

e. 安排临床标本运送 

f. 强化口岸监测和公共卫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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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确保口岸卫生当局与国家卫生监测系统之间

快捷有效的沟通机制 

疫区国家须在国际机场、港口和主要的陆路关口

对有感染埃博拉病毒病可能的不明原因发热人员进行

离境查验。查验应至少包括一份调查问卷、一次体温

测量，如旅客伴有发热，则还须评估由埃博拉病毒病

引起发热的风险。此外，须确保个人防护装备（PPE）

和手卫生规范操作及相关产品的供给（如含酒精手消

毒剂、自来水、肥皂和一次性毛巾），并对查验人员

进行正确穿戴个人防护装备（PPE）和处理疑似病例

时应采取的感染控制措施的培训。 

 

 

 

 

 

 

 

 

 

 

 

 

 

 

 

 

 

 

 

 

 

 

 

 

 

 

 

 

 疫区各口岸需确保，除医疗撤离外，任何疑似埃博

拉病毒病人员不得旅行 

 航空旅行/航空器 

当旅客或机组人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病的症状

或疑与埃博拉病毒病（或其它传染性疾病）病例发

生密切接触时： 

a. 航空公司须要求其进行体检 

b. 若乘客不能出示体检合格的证明，且拒绝将

旅行延期，则航空公司有权拒绝其登机。 

c. 确保在航空器和/或目的地出入境口岸均备

有《公众卫生旅客座位表》 

– 见 http://www.capsca.org/CAPSCARefs.html 

http://www.capsca.org/CAPSCARef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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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毒病疑似病

 

 

 该乘客/机组成员是否出现症状

（受影响的乘客/机组成员人

数）？ 

 发病时间/日期？ 

 疑似病例的旅行史中，是否有

信息提示其有接触埃博拉病毒

病病例可能，或其曾有疫区旅

游史？ 

 截至目前是否有人死亡？ 

 该旅行者现在的健康状况如

何？（是否出现症状？是否有

暴露于埃博拉病毒病的高危因

素？） 

 

 

 

 

 

 

交通工具运营商，代理人，

工作人员，乘客，口岸工作

人员或其他有关当局 

 航海/船舶 

a. 当旅客或船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病的症状

或疑与埃博拉病毒病病例发生密切接触时，须

令其下船并接受公共卫生观察和体检。 

b. 口岸卫生当局须： 

– 考虑启动本口岸应急预案，包括对接触

过疑似病例或其直接接触的环境的工作

人员提供保护措施 

– 安排病例转运 

– 安排采集临床标本或环境样本 

– 安排临床标本运送 

– 强化口岸监测和公共卫生措施 

– 确保口岸卫生当局与国家卫生监测系统

之间快捷有效的沟通机制 

 若出现死亡病例，则口岸卫生当局须： 

a. 联系医疗机构和安全部门，调查死因 

b. 评估是否需要开展接触者追踪 

c. 确保死亡病例已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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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搭载交通工具前

（前台等候、等候室

或登上交通工具时），

口岸应采取的额外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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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班/船舶上 

 

 

 

 

 

 

 

 是否有发热、乏力、肌痛、头

疼、咽痛、呕吐、腹泻、皮疹

或出血等埃博拉病毒病疑似症

状？ 

 飞机或船舶是否被呕吐物、血

滴或其他体液污染？ 

 旅客及工作人员的暴露人数是

多少？ 

 机/船上是否有医务人员？ 

 对于航空器而言，运营商是否

已寻求地面医疗支持？ 

 乘客在航行期间是否已接受健

康评估？ 

 乘客是否需要在抵达后立刻接

受治疗（乘客的症状、体征和

严重程度）？ 

 

 

 

 

 

 

 

 

 

 

航空器： 

– 航空器总申报单的卫生

部分 

– 乘客座位表 

 

 

 

 

 

 口岸卫生当局应预先与口岸管理人员、交通工具

运营商及其他口岸利益相关人员，以及国家卫生

行政部门协调以： 

a. 预先准备多语种疾病/健康基本信息 

b. 提供国家或地区卫生机构的联系方式 

c. 确保必要时能通过无线电获得医疗支持（航空

器需要运营商的协助） 

 若乘客有疫区旅行史，且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疑似

症状，则口岸卫生当局须： 

a. 从船员处收集包括抵达前曾给予乘客（如

有）的治疗在内的信息。 

b. 确保病例在航空器/船舶/陆运交通工具抵

达口岸后立即安排医学评估，或向航船派

遣医务人员。 

c. 在口岸安排配备洗手间及座位的专门区

域进行乘客调查和健康评估。 

 

d. 如有必要，按照国家规范采集临床标本和/

或环境样本。 

e. 对于航空旅行/航空器： 

– 公共卫生当局须与航空器及机场运营商

协作，确保航空器上及目的地机场备有旅客座

位表。入境口岸的机场工作人员和乘务员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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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已通知机长/船长及入境口

岸当局（航班需遵循国际民航

组织拟定的航空服务-航空管

理相关程序中卫生相关文件：

http://www.capsca.org/CAPSCA

Refs.html） 

 患者及健康旅客在登陆时是否

需要采取强化预防措施？ 

 航空旅行/航空器 

a. 发放的旅客座位表能

否用于接触者追踪？ 

b. 乘客是否有进一步旅

行计划（转乘）？ 

c. 飞机是否备有个人防

护装备或卫生防疫

包？是否使用？是否

备有医疗物资？是否

应用？ 

 

 

 

 

 

船舶： 

– 航海健康申报书 

– 船舶卫生证 

– 医疗日志，记录乘客和

船员的健康状况，航行

期间采取的治疗或预防

用药等卫生控制措施 

– 国家规定的药品清单等 

照国际民航组织指南要求进行适当培训，机上

应备有用于处理埃博拉病毒病患者/接触者的

卫生防疫包（见下文）。 

– 机组应遵循应国际航运协会对航空器上

传染病管理标准作业程序：http://www.iata. 

org/whatwedo/safety/health/Pages/diseases.aspx

and 和《WHO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旅行及运输风险评估：公共卫生部门和交通

运输部门临时指南 4.2.3 国际航空运输部分》的

规定：http://www.who.int/csr/disease/ebola/en/ 

– 接触者调查。 

确保航空器上及/或目的地入境口岸备有旅客

座 位 表 （ 参 见 http://www.capsca.org/ 

CAPSCARefs.html)。 

a. 确保能够收集、使用旅客座位表的信

息，并保密 

b. 确定密切接触者及暴露者，并确保其

获得应采取的健康措施的信息 

c. 与密切接触者目的地的卫生当局取得

联系 

 

http://www.capsca.org/CAPSCARefs.html
http://www.capsca.org/CAPSCARefs.html
http://www.who.int/csr/disease/ebola/en/
http://www.capsca.org/%20CAPSCARefs.html
http://www.capsca.org/%20CAPSCARef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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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航海/船舶 

– 提高船舶公司对疾病的警惕性，如船上出现埃

博拉病毒病疑似病例，需立即通知抵达口岸的

卫生当局。 

– 确保已充分告知船长、船医或指定负责卫生事

务的船员埃博拉病毒病的危险性，并对其进行

了培训，以便船员能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以免

接触病毒。 

– 船员需遵循《世卫组织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

毒病疫情——旅行及运输风险评估：公共卫生

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临时指南 4.2.4 船舶及船

舶 公 司 部 分 的 规 定 》 http://www.who.int/ 

csr/disease/ebola/en/ 

 

 

 

 

 

 

 

 

 

 

 

 

 

 

 

 

 

 

 

 

 

 

航班： 

– 航空器总申报单的卫生

部分 

– 旅客座位表 

 

 

 

 

 

 

 

 口岸卫生当局应预先与口岸管理人员、运营商及其

他口岸利益相关人员，以及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协调

以： 

a. 确保足够的工作人员，并提供充足的个人防护

装备和消毒剂 

b. 提供国家或地区卫生机构的联系方式 

c. 在需要时提供口译服务 

 当旅客或船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病症状或疑与

病例发生密切接触时，口岸当局应考虑采取以下措

施： 

http://www.who.int/%20csr/disease/ebola/en/
http://www.who.int/%20csr/disease/ebola/en/


 

世界卫生组织                              13 
 

 

 

中转时的调查（从疫

区至非疫区，或从非

疫区至疫区，或出入

疫区） 

 运输中是否采取了恰当措施？ 

 是否存在生命危险？ 

 乘客是否需要在抵达口岸后立

刻接受治疗（乘客的症状、体

征和严重程度）？ 

 患者及健康旅客在登陆时是否

需要采取预防措施？ 

 

 

 

船舶： 

– 航海健康申报书 

– 船舶卫生证 

– 医疗日志 

– 根据国家规定所列的药

品清单等 

 

 

a. 在口岸安排配备洗手间及座位的专门区域进

行乘客调查和健康评估 

b. 如乘客有疫区旅行史，则应开展调查 

c. 检查交通工具是否被污染，并监督清洁人员采

取公共卫生措施（去污和消毒等） 

d. 在需要时提供医疗服务 

e. 如果需要登陆就医，应确保签证和海关程序通

畅 

f. 确保目的地机场的口岸卫生机构可获得客座位表

（模板见：http://www.capsca.org/ CAPSCARefs. 

html） 

 

 

 

 

 

 

 

 

 

 

 

 

 

 

 

 

 

 

 

 

 

 

 

航空器： 

– 航空器总申报单的卫生

部分 

– 旅客坐位表 

 

 口岸卫生当局应预先与口岸管理人员、交通工具运

营商及其他口岸利益相关人员，以及国家卫生行政

部门协调以： 

a. 确保足够的工作人员，并提供充足的个人防护

装备和消毒剂。 

b. 与飞机运营商商定合适的消毒剂。飞机不可携

带次氯酸钠（漂白剂）用以消毒。 

c. 提高利益相关人员及包括货运人员在内的口

岸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绝不能触摸明显被血

液或体液污染的包裹。 

d. 在需要时提供口译服务。 

http://www.capsca.org/%20CAPSCARefs.%20html
http://www.capsca.org/%20CAPSCARefs.%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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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或者经停于疫区

的航班/船舶的目的

地口岸 

 

 

 

 是否存在感染传播和污染环境

的可能？ 

 在抵达口岸时，是否需要采取

特别措施？ 

 交通运输工具是否需要补给？ 

 当前是否需要卫生行政部门/专

家（临床医生、流行病学家、

环境学家、化学或放射性事件

应对专家）参与？ 

 该交通运输工具是否来自世卫

组织已提出处理建议的疫区？ 

 是否已经采集了临床标本或环

境样本？或需要相关卫生当局

采集？ 

 该交通工具预计何时离港？ 

 是否多次中转其他国际或国内

口岸？ 

 

 

 

 

 

 

 

 

船舶： 

a. 航海健康申报书 

b. 船舶卫生证 

c. 医疗日志 

d. 根据国家规定所列的药

品清单等 

 当旅客或机组人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病的症状

或疑与埃博拉病毒病（或其它传染性疾病）病例发

生密切接触时，口岸卫生当局须： 

a. 在必要时启动本口岸应急预案。机场应急

预案应包括公共卫生内容。 

b. 为交通工具提供可能需要的物资（如个人

防护装备、药品、清洁消毒用品、废弃物

处理工具） 

c. 在与其他对口机构/专家沟通，进行风险

评估，商定必要的控制措施，并评估其有

效性。 

d. 授权健康或非埃博拉病毒病疑似病例的

旅客离开交通工具，并根据需要进行医学

随访。 

e. 尽量减少地勤人员与患病旅客或被污染

环境的接触。 

f. 检查交通工具是否被污染。 

g. 必要时根据国家规范采集临床标本或环

境样本。 

h. 监督清洁人员采取去污和消毒等公共卫

生措施。具体参考世卫组织于 2014 年出

版的《西非埃博拉病毒病暴发 --旅游和交

通运输风险评估：公共卫生当局和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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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部门临时指南》中的相关规定：

http://www.who.int/csr/disease/ebola/en/; 

和 http://www.iata.org/ whatwedo/safety/ 

health/Documents/health-guidelines-cleanin

g-crew.pdf 

i. 酌情将事件报告《国际卫生条例》国家联

络员，以便在必要时根据本国相关计划协

议报告世卫组织以进一步评估。 

j. 在配备厕所、座位、水和洗手设施的场所

安排访谈和健康评估。 

k. 安排病例转运。 

l. 安排临床标本或环境样本采集。 

m. 做好分流，以尽量避免干扰航程 

n. 针对航海/船舶还须注意： 

– 与船长、负责卫生事务的船员讨论，

必要时与可能处于隔离期或者已在船上

接受隔离的患者讨论（咨询/访谈） 

–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第 39.5 条规定，

在船舶卫生控制证书中记录发现、证据

（如船舶上的感染病例/已证实的风险）

及采取的措施（按照指南建议）。 

– 与下一个知悉其具备能力的国内或国

际口岸当局建立联系，以便在无法开展口

http://www.who.int/csr/disease/ebol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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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必须的控制措施时，可及时告知对方。 

与交通工具运营商（航空器、船舶、陆地交通工

具），机场，航空服务商，海运及港口当局保持通讯。 

如需更多公共卫生相关民用航空程序请参阅：

http://www.capsca.org/Documentation/ICAOHealthRelate

dSARPsandguidelines.pdf  

旅行结束后 

 是否有发热、乏力、肌痛、头

疼、咽痛、呕吐、腹泻、皮疹

或出血等埃博拉病毒病疑似症

状？ 

 旅行中是否可能接触过埃博拉

病毒病病例？ 

 是否曾有疫区旅行史？ 

 

 

 

 

 

 

 

患者应到医院寻求医学评估及治疗 

 若患者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病病例，或近期有疫

区旅行史，则须开展接触者追踪以确定密切接触者

（如：同一航班邻座乘客或机组人员）。 

 口岸卫生当局应安排遣返患者和标本运送。 

 加强口岸与国家卫生监测部门的交流。 

http://www.capsca.org/Documentation/ICAOHealthRelatedSARPsandguidelines.pdf
http://www.capsca.org/Documentation/ICAOHealthRelatedSARPsandguidel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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