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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纲要

随着 国际卫生条例  在 2005 年五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上的通过, 缔约国同意按照 
IHR 附件1的具体要求, 发展、加强和维持在指定的入境口岸预防、监测、控制和应对
的公共卫生核心能力. 这包括在入境口岸建立和维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计划, 以
防止疾病的国际传播. 国际卫生条例  指派世界卫生组织在和缔约国协商后, 负责发
布关于发展公共卫生监测和应对能力的指南. 

根据 国际卫生条例 , 负责执行和应用卫生措施的主管当局在机场有明确的卫生职责 
(第 22 条规定), 需采取多部门配合的方法响应对公共卫生构成风险的事件. 事件可能
由生物、化学、放射性物质引起. 这些事件通过飞机上的乘务人员或者其他主管当局
在对停在机场的飞机进行检查时搜集到的信息被识别. 它们也可通过其他非正式的途
径被识别, 比如媒体或者旅行者的报道. 事件的管理包括事件的识别、核实、风险评
估、公共卫生应对、监测和评价. 

各种各样不同严重程度的卫生事件均可能会在航空运输中发生, 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
措施, 或者也可能不需要响应. 这份指南文件的目标读者包括了 国际卫生条例  的国家
归口单位 (NFP) 和入境口岸的公共卫生部门, 以及国际航空监管当局、机场经营者及
机场全体工作人员、飞机运营商、乘务人员, 以及其他与航空运输、紧急情况的防范
和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有关的利益相关者. 这份文件是对世界卫生组织其他处理国家级
的风险评估、入境口岸的应急计划、机场的能力建设和应急计划应用的出版物的补充.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投入, 这份文件是根据科学的文献来提供实质性的和航空运输相关
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公共卫生指南. 它并不打算作为一份技术性的、操作性的指南. 但
是, 它会为国家级的或者特殊地区的操作指南、标准操作程序的制定提供支持, 也会推
动其他航空运输法案的发展, 比如航空部门制定的那些法案. 

本版本也包括了一些技术性的文件和从 2014-2015 年埃博拉 (EVD) 和中东呼吸综合
征 (MERS-CoV) 暴发中学习的经验教训. 

这份文件不涉及航空运输过程中可能会需要的急救和紧急情况的医疗护理的信息, 但
参考文献中包含了关于这些问题的综合信息来源的链接. 公共卫生信息旨在帮助机场
的主管当局持续地对公共卫生事件进行风险评估, 并协助确定和风险相符的干预措施, 
同时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的不必要干扰. 

这项指南的制定启动于 2011 年. 它建立在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机场甲流 (H1N1) 病例管
理的技术性建议的原则之上, 这些原则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运
输协会共同努力的结晶. 本指南是应缔约国和飞机制造企业要求而编制, 他们希望制定
针对在航空旅行中、也包括在机场中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的通用指南. 在指南制
定过程中, 一直都在向航空部门咨询, 尤其通过与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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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紧密合作的方式. 在 2013 年和 2014 年, 通过提供投资和反馈的机会, 世界卫生组织
为和利益相关者协商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在本指南成文的期间, 全球范围经历了两次疾病暴发. 第一次是埃博拉病毒病, 在 2014
年 8 月被 国际卫生条例  紧急委员会定为引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第二次
暴发是在这次撰写条例期间, 即中东呼吸综合征继续在不同的成员国和区域内引发感
染. 这两次暴发的全球应对的经验教训, 尤其是涉及到入境口岸的公共卫生措施, 已经
以直接的参考文献或者相关文件的链接的形式整合到这份指南中. 预计通过将来的检
验和修订, 这份指南会继续展示航空运输中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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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母缩略词

ATS 空中交通服务

EVD  埃博拉病毒病

HACCP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CAO 国际民航组织

IHR  国际卫生条例  

ILI 流感样病例

MERS-CoV 中东呼吸综合征

NFP  国际卫生条例  国家归口单位

OH 职业卫生

PHA 公共卫生部门

PLF 乘客定位表

PPE 个人防护用品

PoE 入境口岸

SARPs 标准和建议措施

SARS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OP 标准操作程序

UN 联合国

WHO 世界卫生组织



11 

定义

本部分未包括的词语, 其含义按照 国际卫生条例  (1)定义. 此 国际卫生条例  在2005
年通过, 并在 2007 年开始生效. 除非特别说明, 本报告中提到的 国际卫生条例  均指 
2005 年通过的 国际卫生条例 . 

«受染地区» 是指世界卫生组织依据本条例建议采取卫生措施的某个特定地理区域. 

«航空器运营者» 是指从事航空器运营的个人, 或者提供从事航空器运营的人员, 包括
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的组织或企业. 

«机组人员» 是指航空器运营者雇佣的在飞机上工作的全体人员, 包括: 

  在客舱里工作的航班空服人员; 

  在驾驶舱里工作的机组人员. 

«空中交通服务 (2)» 是一个含义广泛的通用术语, 包括航班信息服务, 报警服务, 航行咨
询服务, 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区域管制服务, 进场管制服务, 机场管制服务). 

«主管当局» 是指根据 国际卫生条例  负责执行和采取卫生措施的当局. 

«接触» 是指曾与被感染的人或动物有交往, 或者曾在被污染的环境中待过, 以致于有
机会获得感染的人或动物. 

«接触者调查» 是指识别、评估、随访指示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的过程. 

«地勤人员» 包括提供和维持飞机上的服务的全体工作人员, 服务包括维持水和废物系
统、清扫和日常维修工作. 

«手卫生» 是指任何清洗手的活动, 具体指用肥皂和水或者用杀菌的洗手液洗手至少15
秒钟. 

«危险» (3): 指一种有潜在能力给暴露于它的人群带来不利健康影响的物质或者病因. 

«国家卫生部门» 是指缔约国的国家卫生部门. 

«飞机上的病人» 是指一类病人, 此病人的疾病可能有公共卫生风险, 并可能传播给其
他乘客. 

«入境口岸» 是指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邮包入境或出境
的国际关口, 以及为入境或出境的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
邮包提供服务的单位和区域. 

«口岸卫生部门» 是指在特定入境口岸负责公共卫生的卫生部门. (在本文件中, 通常指
的是机场) 

«公共卫生部门» 是指国家或当地负责管理公共卫生的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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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 是指根据 国际卫生条例  的规定而确
定的重大事件: 

(i) 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对其它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 

(ii) 可能需要协同的国际应对措施. 

«风险» 是指因为暴露于某危险因素从而发生损害的概率及其后果的组合. 

«风险评估 (3)» 是指一个系统的收集信息、评估、记录信息的过程, 来给一个事件对人
类可能造成的风险进行评级. 

«连续时间间隔» 是指在一个传播链上的两个连续的病人间发病的平均时间间隔. 

«社交隔离» 包括一些类似封闭学校或者取消大型聚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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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简介

随着乘客和货物的全球运输的增长, 传染病的潜在传播或者暴露于具有重大公共卫生
意义的其他物质都在大幅上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 国际旅行和健康 , "每年会发生
超过 9 亿次国际旅行. 这样的全球旅行规模使得许多人暴露于一系列健康风险当中1". 

尽管主管当局必须把风险评估包括在决策过程中, 但是航空运输的特定性质限制了能
够进行风险评估过程的时间. 旅游活动日程、出发的环境、飞行中的条件以及客流量
共同导致在航空运输过程中管理公共卫生事件具有挑战性. 机场是旅行者、公众和机
场工作人员可能密切接触相互影响的地方, 尤其是在登机和离机时. 

乘客带着行李到达国际或国内目的地, 空运的货物可能来自世界各地, 这些行李、货物
因为航空运输, 可能被装载到飞机上或者从飞机上卸载下来. 中转的乘客和货物可能从
机场被运输到其他目的地, 频繁地和其他航线或者其他国际的、国内的交通工具接触. 
这所有的互动都为人们和周围环境提供了互相接触的机会, 从而导致暴露于疾病和 (
或) 传播疾病的可能性.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 的暴发, 2009 年 H1N1 
大流行, 2011 年日本地震后的辐射问题, 这些公共卫生事件使得在复杂的航空旅行环
境里准备和维持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需要更加凸现出来. 不只是受这些事件直接
影响的国家, 很多国家也从这些事件中吸取了识别和应对复杂多样的公共卫生事件的
经验. 在这些事件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促使公共卫生部门和航空部门开发了最佳实践. 

 国际卫生条例 , 一份由 194 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签订的有约束力的法定协议, 同
时针对日常常规操作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 阐述了在指定的入境口岸发展预
防、发现、应对的核心能力的要求, 目的在于面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时, 能够做出迅速
且适宜的应对. 随着针对公共卫生风险的 «全灾害方式» 的采用, 航空运输中的事件管
理需要一种多领域交叉、多部门配合的处理模式, 并且需要遵守 国际卫生条例  、政
府间的协定、国家和地区的规章制度. 这一套条例、协定、计划和协议告知了相关组
织其角色和责任, 这些组织包括航空器运营者、机场经营者、航空监管部门、以及航
空部门、公共卫生部门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性行业组织. 

在航空部门, 有法定约束力的 国际民航公约  是民用航空所有和安全、安保和效率有
关的活动的法律文件依据. 该公约的第十四条要求各国和其他机构合作, 阻止传染病的
传播.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国际民航组织, 负责制定国际的 «标准和建议措施» 

(SARPs), 世界各国参照此文件来形成国内立法. 在公约的 19 个附件里都能找到 «标
准和建议措施» (SARPs). 若干附件包含和 国际卫生条例  实施有关的 «标准和建议措
施» (SARPs). 更多关于航空部门规定的信息可见接下来的第二章. 

因为公共卫生部门和航空部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组织, 因此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快
速而有效的沟通途径就至关重要. 虽然这经常是一个主要的挑战, 但是这会促进在制定
防范计划时的协调和合作, 减少误解的风险, 帮助协商计划的制定. 

1 - http://www.who.int/i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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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说在民用航空局、机场和飞机运营者、公共卫生部门之间设立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2 可以是之前就存在的或者是新成立的), 以使得所有部门都可以协商公共
卫生的防范计划和其他任何在机场或飞机上发生的公共卫生相关事件的管理问题. 公
共卫生程序必须包含在机场的应急计划及其他机场相关的应急计划里. 

1.1 目的和范围

本文件的制定是为了协助航空部门的主管当局运用多部门合作的方法来管理公共卫生
事件. 处理的事件主要和传染性疾病有关, 但是按照 国际卫生条例  的规定, 也要考虑
用 «全灾害方式» 来简单地处理有关生物、化学、放射性的公共卫生风险的一些问题. 
本文件的指导意见会协助在机场的主管当局根据 国际卫生条例  规定进行风险评估, 
持续地应对公共卫生事件, 选取和风险相称的干预措施, 同时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
成不必要的干扰. 这份文件还可以协助主管当局建立国家的或特定地点的工作计划和
标准操作程序 (SOPs), 以便在航空运输过程中管理公共卫生事件. 

本文件的目标读者是负责机场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工作人员, 比如在空港卫生部门, 公
共卫生部门, 医疗、兽医、环境、海关和移民、职业卫生服务、机场管理和航空交通
管理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以及其他应急响应者和航空器运营者. 本文件的建议也可能对 
国际卫生条例  国家归口单位的工作人员有用. 本文件不包括医学护理和治疗的内容. 

应急计划的建立是管理所有种类的突发事件的前提. 本指南会对制定机场应急计划
的公共卫生部分有支持作用. 在制定公共卫生应急计划时如需技术指导意见, 请查询 
WHO 关于指定入境口岸(5)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计划的指南和航空相关的指南, 
那些文件会进行更深入地讨论.

1.2 方法

本指南文件运用了编写其他类似 WHO 指南文件的方法, 还包括与航空部门和公共卫
生专家的合作. 我们成立了编写小组, 通过电话会议和邮件交流进行咨询. 文件的初稿
在2013年7月17日伯尔尼的一个非正式讨论会上进行展示并讨论, 并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和 15 日在里昂给大家提供更广泛的机会添加内容、进行非正式咨询. 

文献综述

2013 年, 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文献综述, 以支持这份指导性文件的制定. 文献综述全面
地引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和重大的发现. 

文献综述的目的有三重: 

  保证指南处理的是当前的和新出现的健康问题; 

  为指南提供一个理论和证据基础; 

  发现有关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证据或研究的空白. 

2 -  国际民航组织要求建立协调委员会来处理机场内和管理旅客相关的问题. 协调委员会可为制定防范计划中的多部门合作部分
提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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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用到的检索词: 

a)  疾病, 感染, 传染性的, 不适, 患病, 综合征, 公共卫生风险, 公共健康危害, 公
共卫生事件, 疾病传播, 疾病输入, 空气传播的, 飞沫, 人传人, 暴露, 化学性
的, 辐射的, 

b)  结核, TB, 麻疹, 流行性感冒, 流感, 呼吸系统综合征, 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冠状病毒, SARS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 诺如病毒, 

c)  飞机, 航空器, 航空运输, 航空旅行, 航班, 在机上, 机场, 班机, 乘客, 旅行者, 

d)  病毒, 媒介, 蚊子, 臭虫, 病原体, 昆虫, 微生物, 微生物群, 细菌, 生物的, 人兽
共患的. 

研究者用到了下列搜索引擎: Medline, Science Direct, Gift (由 WHO 图书馆提供的
全球信息的全文) 和Google. 在找有关的指南时, 也检索了下列网站: 

 国际民航组织 (ICAO) www.icao.int/ and www.capsca.org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www.iata.org

 国际机场协会 (ACI) www.aci.aero 

 航空航天医学协会 (AsMA) www.asma.org/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www.fao.org/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www.faa.gov/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www.cdc.gov/

 欧洲疾病控制中心 (ECDC) www.ecdc.europa.eu/ 

排除标准

本次文献检索的重点是旅行者健康, 更确切地说, 是在航空旅行时和旅客健康有关的公
共卫生问题. 那些单纯关注工作人员职业卫生问题的文献和指南均被从此报告中排除. 

虽然文献检索时没有预先设置时间期限, 但绝大多数文档都是 1990 年到 2013 年间写
成. 虽然在一个主题上就有大量研究文献, 但是此文件关注的是最近的研究结果或者指
南文件. 

虽然最初的文献检索没有包括埃博拉病毒病 (EVD) 或者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CoV) 作为特定的检索词, 但在制定指南的过程中, 本版指南已经更新并整合了各种关
于埃博拉病毒病和中东呼吸综合征暴发的支持性建议和指南文件. 

结果

本次文献检索找到了 160 篇相关文档, 包括医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文献综述、指南文
件和操作条款, 这些是由流行病学家、研究者、航空部门、管理部门、医学专家和公
共卫生部门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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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找到了与飞机清洁和消毒有关的指南和条款. 传播媒介的控制, 尤其是飞机的
消毒是很多论文的主题. 还发现了一些已经研发出来或正在研发的评估航空旅行公共
卫生风险的新工具. 有相当多的相关研究都和人类传染病相关. 本次检索还找到了一些
有关经航空旅行直接传播的或经食物、水和虫媒间接传播的各种疾病的病例和暴发报
告, 并在本文件中对其进行了详细地讨论. 

最近一系列的研究评价了选定的公共卫生措施的效果, 这些措施曾作为响应SARS和流
感暴发/大流行的应对措施的一部分, 包括旅行限制、边境管制、检疫和隔离等. 其它
有关公共卫生的文件收录了风险评估、风险交流以及在旅行期间进行接触者追踪所面
临的挑战. 

这次检索也发现了大量有关飞行中的公共和紧急医疗事件的著作. 这些著作包含: 在飞
行时处理各种医疗紧急情况的条款; 给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参与协助的医学专业人士的
指南; 给在飞机上空勤人员管理公共和紧急医疗事件以及死亡的指南. 

由航空部门制定的或者与之合作制定的文件为有关旅行的健康注意事项的许多方面提
供了操作性指南, 其中包括了航空部门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卫生问题所面临的一些挑
战. 

还有一些和机场及其工作人员的职业卫生问题 (包括航空旅行中的辐射危害) 有关的
文件, 其中那些单纯关注职业卫生问题的文件均不会被进一步讨论. 

除了有关在除虫过程中农药暴露问题的文献, 有关化学物质暴露的公共卫生问题的文
献最少. 

1.3 风险评估的方法

IHR 规定的风险评估的方法, 包括 IHR 附件2 评估和通报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决策文件  的使用也作为通用原则被收编进来. 图1展示了本文件采纳的
公共卫生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 

 急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风险评估  (3)是风险评估过程的一个有用参考. 其他有关
在航空旅行中传播的特定传染病的风险评估指南(6)也酌情作为本文件的参考文献或
者包含在参考书目里. 公共卫生措施/应对的选择和讨论也是基于多种来源的证据和指
南, 这些来源都是在文献综述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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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文件的风险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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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国际公共卫生应对的法律和伦理维度

国际旅行的增加和最近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引起了对国际卫生法包括 国际卫生条
例  的制定和执行的兴趣的增加. 作为公共卫生计划和应对的一部分, 缔约国必须考虑
法律和伦理两个维度. 

考虑到本指南文件的目的, 本文件只纳入了基于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卫生条例  和国
际民航组织的主要法律部门所制定的法律. 其他的适用的法律缔约国应向国家和地方
的法律部门咨询. 

2.1 世界卫生组织和 国际卫生条例  

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指导和协调卫生的部门. 它负责领导全球卫生事宜, 调整
卫生研究议程, 设定规范和标准, 告知有证据支持的政策选择, 为国家提供技术支持, 监
测和评估健康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主导了 国际卫生条例  的修订, 并意识到健
康是各国共同的责任, 其中包括公平获取基本医疗保健和共同抵御跨国健康威胁3. 

3 - WHO http://www.who.int/abou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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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卫生条例  (IHR) 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法律框架, 使得通过缔约国、WHO 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的协同行动, 在源头上预防、发现和控制公共卫生风险, 从而阻止其跨境传
播. IHR 在 2005 年通过并于 2007 年生效. 所有无保留接受 IHR 的缔约国相应地在法
律上有义务实施 IHR. 

IHR 也包括了对个人和旅行者人权的保护, 规定了 "本条例的实施应充分尊重人的尊
严、人权和基本的个人自由" (第三条) 作为原则. 本条例一致认为, 对行动加以限制或
者需要其它个人或社区水平的干预的公共卫生措施有时会因为 "公共利益" 被批准, 但
是也应有伦理方面的考虑来平衡. 

2.2 国际民航组织和芝加哥公约

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创建于1944年, 是一个以促进全球国际民用航空安全有序发展
为目的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它设置了航空安全、安保、效率、管理和航空环境的保护
所必须的标准和规范. 此组织为 191 个缔约国在民用航空的各个领域间合作搭建了讨
论平台. ICAO 的工作建立在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和芝加哥公约的基础
之上. 由 ICAO 对公约内各国遵守附件 19 的标准和推荐措施的情况进行审查, 审查结
果会在 ICAO 的官网上公布. 公约第 14 条题为 "疾病传播的预防", 它鼓励缔约国采取
有效的措施来预防传染性疾病的播散, 并可与其他相关机构合作来达到此目的. 

与公共卫生相关的附件和其他文件包括以下: 

  附件 6 —航空器运行

  附件 9 —简化手续

  附件 11 —空中交通服务

  附件 14 —机场

  空中导航服务程序—空中交通管理

   附件 18 (Doc 9284) —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的技术说明

根据ICAO的网站5: 

民用航空领域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和管理的协同安排  (CAPSCA) 是为了预防和
管理导致或可能导致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染病的传播. 这是一个多
部门的倡议, 它促进了所有利益相关者, 尤其是公共卫生和航空部门的交流与合作, 
以便制定和检验航空领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计划. 它协助缔约国实施相关的 
ICAO «标准和推荐措施» 并遵守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 这份协议虽
然建立在处理影响航空领域的传染病危害和风险的需求的基础上, 但是对管理其它
与航空相关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比如核电站事故引起的事件, 也至关重要. 

4 - http://www.icao.int/about-icao/Pages/default.aspx
5 - http://www.icao.int/safety/Pages/crisis-management.aspx. et www.caps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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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公共卫生事件的交流

3.1 旅行者、公众和媒体

在航空旅行期间, 旅行者和航空部门都有责任保护个人和公共的健康. 缔约国和公共卫
生部门有责任用及时、适宜的方式公布潜在的公共卫生风险. 现在便捷的电子信息来
源提高了公共卫生部门和航空部门向旅行者传达公共卫生风险信息的能力. 

3.1.1 离境的旅行者

准备计划航空旅行的个人应把搜寻任何有关潜在的旅行危险的信息作为他们旅行计划
的一部分. 这应该包括考虑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在旅程中不同节点的任何旅行禁忌症. 航
空部门为健康状况可能不适宜航空旅行的旅客提供相关医学许可的信息 (8,9). 世界卫
生组织和其他公共卫生部门在网上为计划出行的旅行者提供了全面的旅行健康信息, 
供其制定旅游计划时参考. 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疫情暴发和警报反应网络 (GOARN) 包
含了当前全球与疾病暴发有关的信息6. 还有笔记本电脑的应用软件, 所谓的 APP, 来帮
助离境的旅客随时了解新出现的包括疾病暴发的各种情况 (例如: http://healthmap.
org/en/). 应该建议旅行者到旅游卫生诊所或者国际疫苗接种中心去收集他们将要去
的国家的卫生信息, 如果有必要, 应该接种相应疫苗. 旅行社也可以在旅客计划旅行或
者买票时, 向其提供有关潜在健康风险的信息. 

在发生严重公共卫生危害事件或者出现传染病威胁时, 缔约国可以发布旅行警报, 包
括在机场提供健康信息. 比如, 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一个与埃博拉病毒病相关的信息模
板, 供缔约国使用7, 这份信息模板包括了和航空旅行相关的信息图表8. 航空部门也提
供了在飞往或来自受染地区的飞机上阅读的示例脚本. 各国和航空公司不断地进行公
共卫生信息的播报增加了旅行者意识到潜在风险并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缔约国还可以要求机场里的乘客提供额外的有关他们健康状况或者暴露等的信息 (见 
8.4 部分的入境和出境筛查). 如果可能, 离境的旅行者应该提前被告知, 这样他们可以
就关切的问题寻求建议, 并为任何由搜集信息导致的延迟做好准备. 如果旅行者们在离
境前患病, 也有义务推迟自己的旅行. 另外, 正如 IHR (第 24 条) 提到的, 交通工具运营者
有义务告知旅行者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和缔约国通过的在交通工具上实施的卫生措施. 

3.1.2 中转的和到达的旅行者

可以要求患病的、在旅行中曾暴露于潜在健康风险的或者抵达有疾病或者事件发生的
地区的旅客提供个人的联系方式, 以备将来可能需要随访. 正如接下来的风险交流部分
提到的, 还应向其提供关于所有潜在风险的信息. 这些旅客包括在终点站间换乘或者在
不同交通方式间转换 (比如从飞机到火车或者轮船) 的旅客. 

6 - http://www.who.int/csr/outbreaknetwork/en/
7 - http://www.who.int/csr/disease/ebola/travel-advice/en/ 
8 - http://who.int/csr/disease/ebola/infographi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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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共卫生风险交流

在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中, 旅行者、工人、媒体和公众需要方便地获取相关而及时的信
息. 由于事件本身的和应对不同受众 (如媒体、工作人员和包括国际报告体系在内的所
有相关机构) 对信息的不同要求的压力, 收集制作和传播合适的信息将会很有挑战性. 

一份欧洲疾病控制中心 (ECDC) 的技术报告发现风险交流的信息经常未能到达其想
要到达的目标群体, 包括那些患病风险最高的人群. 在航空旅行时, 信息到达旅客具有
天然的挑战性, 原因在于到全球各地去的旅客的流量大, 语言障碍和其他建立公众信任
的相关挑战. 

机场里出发或到达的休息室里的荧光屏、显示屏或者静态显示仪上提供的信息可能是
提高人们公共卫生问题意识的最佳方法之一. 未来在飞行时电子通讯的可及性的变化
可能会帮助公共卫生部门提供及时的信息. 比如说, 许多旅行者都携带具有邮件和短信
功能的移动设备. 如果旅行者愿意提供他们的电子邮件或电话号码以接收旅行中实时
更新的内容, 或者类似的航班到达或出发的信息, 公共卫生部门就可以给旅行者提供近
乎实时更新的信息, 或者发送邮件和 (或) 短信, 以将旅客引导至其他网上的公共卫生
信息资源. 然而, 旅行者也应该警惕非公共卫生来源的不准确或者具有误导性的信息. 

尽管航空部门可以促进这类信息的交流, 公共卫生部门有责任提供用来传播的信息. 成
功信息发布的关键是 "一个声音", 最好是由国家或区域的公共卫生部门提供一致且及
时的信息. 

公共卫生部门、机场管理局和航空公司内部的交流应该在机场应急计划 (比如公共卫
生事件的交流计划) 里清楚地列出, 并在常规的防范计划演习中进行检验.

4. 第四章: 机场里和航空器上的公共卫生防范
航空部门广泛地认识到应急预案的重要性和在意外事件或业务连续性计划里考虑公共
卫生事件的必要性, 并予以支持. 这份工作涉及到多部门, 包括国际民用航空和公共卫
生机构、航空行业协会、空中交通服务、机场运营者及其利益相关者、飞机运营商以
及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部门之间的合作.

对公共卫生部门来说, 防范工作的计划应该识别出在一次公共卫生事件中, 在航空部门
内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时本部门 (指公共卫生部门) 所具有的任何可能的局限性. 

4.1 机场的公共卫生防范

IHR (附件 1B) 概括了要求缔约国和指定的机场管理当局应具备的核心能力, 这些能力
应该在发生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甚至任何时候都要具备. 附件 1B 

9 - 一个与民用航空管理局 (CAA) 给飞行员传播通知 (NOTAMs) 的系统有关的例子. 这样的通知为飞行员提供操作信息, 可以包
括飞行操作 (比如对旅行者的限制或者拒绝着陆) 中与公共卫生相关方面的详细信息. 虽然传播这类信息的过程是由航空部门负
责, 但是任何被传递的有关公共卫生的信息几乎总是来自卫生部门而不是 CAA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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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要求指定的机场要有公共卫生应急计划; WHO IHR 对入境口岸要求的核心能力的
清单包括了对入境口岸的计划与国家、地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计划的协调情况的
评估10. WHO 发布了指定入境口岸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计划的指南, 这份指南可
以在制定计划过程中供参考 (5). 

国际民航组织 (ICAO) 支持在空中交通服务和机场应急计划中加入为应对公共卫
生事件而制定的计划. 通过 民用航空领域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和管理的协同安排  
(CAPSCA), 代表民航部门、公共卫生部门、航空器运营者、机场和空中交通服务
的各利益相关者, 互相合作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做准备 (11). 本合作包括协助缔约国
制定国家公共卫生防范计划, 到各国和国际机场 «协助访问» 以促进按照 IHR 和相关
的航空有关的文件制定公共卫生应急计划. 国际民航公约的附件 9 要求缔约国具备 "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家航空计划". 附件14要求机场具备机场应急计划, 包括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程序. 

正如所有的应急准备一样, 公共卫生应急计划必须有文件记录, 且通过所有成员参与的
实时演习来检验. 

4.2 航空器的公共卫生防范

除了管理飞行中公共卫生事件的大量指导性文件外, 航空公司同业公会 (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IATA) 为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用来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计划11 的模
板 (12). 

4.3 入境口岸的监测

有效的监测系统推进公共卫生行动. 和应急计划一样, 监测系统应在事件发生前建立并
得到维护, 以发现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模式变化. IHR 要求缔约国满足规定的监测和响应
核心能力 (IHR 附件 1 A1(1). 

为了能早期发现需要迅速调查和响应的公共卫生风险 (一个 IHR 的要求, 被称为 «预警
和应对», 13), 除了向可以采取适宜的响应措施的主管当局传播信息外, 有效地搜集相
关信息也至关重要. 

从入境口岸 (包括港口、机场和陆路口岸) 获得的信息需要及时地向国家卫生监测系
统 (NHSS) 汇报. 相反, 入境口岸也须及时接收从NHSS和其他地方产生的一切可能有
助于实现公共卫生监测目标的相关信息. 

由于全球航空飞行的速度和范围, 机场里现有监测活动在发现新发疾病和疫情方面效
果很有限. WHO 为 «入境口岸和国家卫生监测系统间协调的公共卫生监测 (14)» 发布
了指导原则. 

10 - 可应缔约国的要求为机场提供认证, 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计划的存在和运转 (IHR 第 20 条第 4 款) 
11 - http://www.iata.org/whatwedo/safety/health/Documents/airlines-erp-check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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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求各国在地区、国家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水平上具有监测和应对的核心能力外, 
WHO 还扮演了向各国传播信息的重要角色. 这是一个全球统一监测的典范, 在全球公
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大有裨益. 比如, 在 2014-2015 埃博拉暴发期间, WHO 作为埃博
拉病毒反应路线图12的一部分, 与缔约国和各地区合作, 追踪埃博拉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并通过各种途径支持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 包括预测受染国家的潜在发展趋势、需要
的资源和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5. 第五章: 事件的发现和通报

及时发现并通报潜在公共卫生风险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至关重要. 在旅行者们登机
前确保其身体足够健康地去旅游对于航空部门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部分是因为越来越
多人使用网上提前验票并领取登机卡的程序. 如果在飞行时飞机上有疑似传染病的发
生, 空勤人员须通报公共卫生部门. 

管理机场里的公共卫生事件的第一步与发现和通报事件有关 (图 2). 

发现事件 通报事件

图2. 机场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现和通报

5.1 事件的发现和通报/信息共享

在一次空中运输中, 公共卫生风险可以在不同的节点被发现, 这取决于暴露的性质、全
球预警的状态和不同部门的意识 (图 3). 

在始发地
发现

在登机
过程中发现

在飞行中
发现

在飞机
换乘时或者转

乘其它
交通工具时

发现

在目的地
发现

图3. 公共卫生危险发现和通报的可能节点

5.1.1 旅行前: 在始发地发现

在始发地发现公共卫生风险是通过缔约国的监测系统来完成. 如果一个国家正在经历
传染病的增加, 或者受到生物、化学或辐射事件的影响, 该国卫生当局可以发布旅行健
康警报. 根据风险评估或者 WHO 和其他国际机构 (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 针对核辐射
事件) 协商的共同建议, 可以发布旅行健康警报, 作为国家的应对措施. 

如果一名旅客在始发地被认为患有可能具有传染性的疾病 (比如被医疗中心或者旅游
卫生诊所的医生发现), 应建议旅行者推迟旅行, 直到他们康复. 如果一名旅行者患有需

12 -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31596/1/EbolaResponseRoadmap.pdf?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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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报的、可能对公众造成健康风险的传染病 (比如肺结核和麻疹), 公共卫生部门应
当警惕, 并进行病例管理和接触者追踪. 

如果一个地区可能受到疾病严重暴发的影响, WHO 或其他国家可以实施旅行警告
或通知, 包括建议不要前往该地区旅行. 后者是一种较少采用的、有着社会经济影响
(15,16) 的举措. IHR 第二条明确鼓励缔约国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可以为传染病事件发布旅行警报, 也可以为化学的或核辐射的事件发布. 最近的例子
包括: 

  冠状病毒感染, 例如中东呼吸综合征: http://www.who.int/csr/disease/
coronavirus_infections/en/

  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病: http://www.who.int/csr/disease/ebola/travel-advice/
en/

  福岛核辐射事件—旅行信息: http://www.imo.org/MediaCentre/PressBrie  ngs/
Pages/22-japan-update.aspx 和http://www.icao.int/Newsroom/Pages/
current-radiation-levels -in-japan -and-travel-advice.aspx.

5.1.2 在登机过程中

主管当局 (机场卫生部门) 或其他部门 (包括航空客运代理、安全和护照检查者、航班
空服人员) 可以在旅行者或者货物 (航空货运运营者) 离境时发现其是否有疾病或者潜
在健康危害. 

旅行者

离境旅行者的异常或严重疾病可能会被口岸卫生部门或其他部门检测出来. 在这种情况
下, 旅客在被允许登机前, 可能需要接受询问或者健康评估. (见8.4部分的出入境筛查). 

一些航空公司和机场的客运代理接受过培训, 以在登机前的柜台、候机室, 或者在登机
时帮助识别看起来不适合飞行的旅客. 客运代理在准许患病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或者
登机前应当寻求医学建议. 旅客可以被要求延迟旅行直到他们足够健康或者收到旅行
的医学许可 (8,9). 如果旅客拒绝延迟他/她的旅行, 航空公司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拒绝
其登机. 

航空部门在确保旅客足够健康地去旅行这方面面临着不断增加的挑战, 部分是因为网
上订票、提前办理登机手续和乘客自己给行李加标签. 由此导致的和旅客接触的减少, 
加上一些航空公司不指定座位, 都可能损害航空公司在疾病调查时对公共卫生部门的
支持能力. 

货物

货物的航空运输需要用于鉴定其来源和性质的 "监管认证链" 文件证据作为安全处理
的关键部分. 基于对证明文件的检查, 各个缔约国的货物主管当局 (通常是海关/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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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可以要求可疑的或可能被污染的货物接受肉眼、X光或其他筛查/检查. 为了更
方便地处理货物, 可以提前筛查和认证; 但是这不会排除缔约国使用肉眼或其他检查的
可能性. 

筛查后, 如果一件货物被怀疑具有公共卫生危险, 它会被拒绝入境或者要求在入境和被
运输前接受进一步的检查或除污13. 负责货物的主管当局应和公共卫生部门密切配合, 
确保合适的交流与合作方法在机场、货物空运枢纽的制定、检验和执行. 

5.1.3 飞行时

一旦旅客或者货物登机, 正在飞行时, 事件的发现将依靠航班空服人员的意识. 如前所
述, 航班空服人员负责乘客在飞行期间的安全, 但是发现和应对医学的或可能的公共卫
生事件的能力也有限. 

如果发生了一起医疗紧急事故, 航班空服人员可以向地面上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寻求建
议或者向飞机上接受过医学训练的乘客寻求帮助. 情况严重时, 飞行员可以考虑改道以
使不适的乘客可以接收需要的治疗. 无论何种情况, 保持机组人员和地面操作人员的联
系都是必要的, 以确保所有部门都能了解到情况. 

在很多国家, 飞机上发生的疾病和死亡必须向公共卫生部门报告 (通过ATS) (17). 依据
ICAO的规定 (附件 11), 无论何种情况, 飞行员应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通报飞机上任何
传染病的可疑病例或者公共卫生风险的证据. 着陆后, 可以用 IHR 附件 9 «飞机总申报
单的卫生部分» 来汇报飞机上的病人. 虽然不是所有缔约国都要求使用它, 它还是为缔
约国提供了一个交流工具, 来获得有关在国际航行期间飞机上的健康情况和采取的卫
生措施的信息. 如果需要, 缔约国和机场应在应急预案里包括它的使用程序. 

在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时, WHO 和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合作, 
制定了航空旅行时甲型H1N1流感事件管理指南, 以及向航空空服人员推荐的操作程序
(18). 这份指南对 IHR 做了补充, 对在相似事件中应用 IHR 或者制定防范计划时可能有用. 

航空部门继续和 WHO14、公共卫生部门合作, 以支持 2014-2015 年埃博拉病毒病暴
发的有效管理. 

5.1.4 到达和 (或) 换乘其他交通工具时

如果飞行时没有发现感染和污染的证据, 仍可能会在到达中转站时或者终点站时被口
岸卫生部门或者机场其他部门发现. 这类措施的一个例子是对来自埃博拉病毒病感染
的国家的航班进行公共卫生 "入境筛查" (见 8.4 部分的出入境筛查). 

如果旅程信息提示有到受染地区或受染地区附近旅行时, 或者在到达前可能和感染或
污染接触时, 乘客和 (或) 货物可能会接受口岸卫生部门的流行病学调查. 比如, 如果一

13 - 比如, 运输 幸运竹  时的白纹伊蚊, 来自网络, 2014-12-3 @ http://e-m-b.org/sites/e-m-b.org/files/JEMCA(32) 
14-16_0.pdf
14 - 国际民航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4 年 8 月 29 日的合作信件, 2014 年 12 月 3 日访问 http://www. capsca.org/
Documentation/Ebola/067e.pdf, 获取详细信息



25 

个航班来自大家熟知的受传染病或者生物、化学、核辐射暴露影响的地区或城市, 就
可以进行这样的调查. 应口岸卫生的要求, 航空公司也可以要求部分或所有乘客提供有
关他们旅程和联系方式的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 通过公共卫生乘客定位
表 (PLFs) 从到达的旅客中收集15. 

空白的乘客定位表应由指定机场的口岸卫生部门存放在现场, 或者所有机场都可从地
区的卫生部门或公共卫生部门获取. 由于安全储存和使用来自乘客定位表上的个人信
息有一些必要的资源需求, 因此制定标准操作程序很重要, 以指示什么时候、向谁、在
什么地方可以请求调用乘客定位表, 以及这些表格上的信息如何被使用、储存和销毁. 
若需进一步了解, 请查询 8.5 部分的接触者追踪. 

5.1.5 终点站

来自受染地区或者在飞行期间可能暴露于潜在公共卫生风险的乘客可能会被他们终点
站的公共卫生部门联系以确认其健康状况. 到达时, 货物也可能需要被评估是否为潜
在的疾病宿主. 已经患病的或者到达后才患病的乘客可自行向当地的医生或者医疗中
心咨询. 

IHR 要求缔约国在各个层次和任何时间都维持进行监测的核心能力, 以确保能发现公
共卫生事件, 并向有关部门汇报. 

公共卫生事件可以先通过国家卫生监测系统发现, 事后再和旅行过程联系起来. 这些事
件可能需要入境口岸采取随访措施, 而且必须向入境口岸卫生部门汇报. 一旦公共卫生
部门知晓一名有传染性的病人在过去几天/几周内旅行过, 需要马上进行风险评估, 并
应根据国家的或其他关于该疾病的指南采取适当的措施 (比如接触者追踪). 

5.2 给旅行者的信息

飞行期间, 当可疑的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 除了使用乘客定位表和旅行者公共卫生申报
单 (附件5), 还可以向离机旅客提供有关在疾病发生时可采取的预防措施的信息, 关于
事件更新的任何信息来源, 公共卫生部门的联系方式 (以便后续询问). 应该提前制定一
份信息表的模板, 并把它包含在公共卫生应急预案里. 2014 年, 在埃博拉病毒病暴发期
间, 几个国家的公共卫生部门制定了旅客须知, 将其分发给离机旅客, 告知他们埃博拉
的症状和体征以及可以从何处寻求医疗支持 (19). 

IHR 第 9 条和第 10 条讨论了 WHO 和缔约国合作、共享关于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
必要性. 如果一个缔约国将要向旅客提供关于国际航空旅行事件的特定信息, 它应和 
WHO 沟通以确保所有国家都知晓事件的发生并采取相应措施.

15 - 公共卫生乘客定位表 http://www.icao.int/safety/aviation-medicine/Pages/guidelin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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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对旅行者、航空器、机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即
时安排

一旦发现公共卫生事件, 必须要核实. 在风险评估完成前, 利益相关者必须立即着手提供
即时安排以降低事件的潜在风险. 初步的标准应对条款应被包含在机场、航空器运营者
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应急预案里, 并进行演练以确保各部门在需要时能够按照要求执行. 

信息共享是确保利益相关者了解情况并做好应对准备的关键. 由于通告可能在航班到
达前的很短时间内才收到 (延迟的无线电通讯、航班备降或其他原因导致), 计划标准
的初步应对措施就显得极为重要. 这些标准应对措施应当被纳入机场应急计划的公共
卫生部分以及国家航空计划. 一旦发现并核实潜在的公共卫生事件, 应当立即实施初步
标准应对条款, 不需要等待完整的风险评估结果. 

6.1 事件的核实和初步风险评估

一旦潜在的公共卫生事件被发现, 且主管当局已被告知, 主管当局必须立即着手尽最大
可能地核实事件情况. 应当从多个信息来源收集信息, 包括旅客、飞机运营者、地面上
服务于航行中飞机的医疗服务点 (如果可能) 或者负责行李和货物的机构. 

以下基本信息应被收集并书面记录以支持初步的风险评估: 

  来自哪个国家

  始发地机场

  航班号

  中转机场

  目的地的国家和机场

  最终目的地 (包括从机场到目的地的交通) 

  暴露类型 (传染性病原体、化学性、辐射性) 

  估计暴露时间

  暴露的人数/货物数

  提供的护理和 (或) 治疗

  症状/体征 (如果疾病已发生) 

 暴露者当前的状况, 包括医学评估、放行、住院或者死亡

  乘客的国籍

16 - 注意: 这是根据IHR规定, 要求指定入境口岸具备的核心能力. 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14 -机场-提供了关于机场应急预案要求的
信息. 



27 

额外信息, 若有, 会有助于初步的风险评估: 

  患病旅客在飞行时坐在哪 (座位号、机舱区域)? 

  谁是密切接触者 (航班空服人员、飞机上的医务人员、家人和旅伴)? 

  有污染物吗? 如果有, 在哪 (例如座位、厕所), 什么物质 (例如血液、呕吐物)? 

  有旅行延误吗？如果有, 多长时间？如果飞机有空气再循环系统, 系统是打开的还是
关闭的? 

这些信息会被公共卫生部门在进行初步风险评估时使用, 以确定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干
预: 完整、准确的信息搜集很重要. 用来核实事件的信息可以从始发地或者目的地缔约
国、飞机运营者、空中交通服务、机场运营者、地面医学支持点、口岸卫生部门、海
关以及安保 (警察) 等处获得. 



表格 1. 指导初步风险评估和对乘客、飞机的即时安排的问题

问题 行动的具体选择 其他考虑

有来自机场的可疑公共卫生事件
的报告吗? 

飞行员根据 ICAO Doc.4444(2) 向空中
交通服务 (ATS) 部门汇报. ATS 将向到达
的机场转达. 该信息会根据机场应急预案
向公共卫生部门、飞机运营者、机场利
益相关者汇报, 这样他们可以进行必要的
安排, 以接收患病的和健康的旅客. 

用来组织即时应对措施的时间可
能很短. 

旅客在飞机上/飞行期间接受过医
疗援助吗? 

在到达前向航班空服人员和医疗助理收
集信息. 在收到空中交通服务 (ATS) 的事
件通报后, 和在航的飞机进一步的以公共
卫生为目的的交流必须通过飞机运营者
自己的沟通渠道, 而不是通过 ATS. 在机
场安排好到达时的医学评估. 

飞机上有通用的预防措施工具包吗? 
如果有, 使用了吗? 
有适当的医疗用品吗? 使用了吗? 

到达时旅客是否要求医疗看护？
旅客们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以及严
重程度情况如何？

安排现场急救员和可能的由救护车向医
疗机构的转移. 

确定接收的医疗机构. 
与现场急救员保持沟通: 注意是否是
可疑的传染病. 

公共卫生事件是否有飞行时传
播的可能性? 有多少乘客暴露
于其中? 

通知口岸卫生人员在机门处等候. 
确保有足够的口岸卫生工作人员. 现场急救人员到机门的可及性. 

飞机是否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的受染地区? 

上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查询推荐该地区采
取的卫生措施. 如果推荐了出境筛查, 询
问关于执行和受染旅客的情况. 

在适当情况下, 向其他当局/专家寻求
支持和信息共享. 

到达的飞机上是否有大量的患病
的旅客或者怀疑患病的旅客? 

确认对到达旅客进行访视和健康评估的
场所要求. 

该空间应设有座位, 并能够使用厕所. 

乘客定位表的使用是否被批准, 以
进行后续的接触者追踪? 

确保飞机上或者目的地机场口岸卫生部
门有乘客定位表. 确定哪些乘客应被要求
填写该表格. 

拥有收集、使用、安全存储乘客定位
表上的个人信息的能力. 为这些信息
的使用、机密存储和后续的安全销
毁制定计划. 

离机的乘客需要后续的疾病信
息吗？

提前准备在呼吸道或者肠道疾病发生时
使用的基本健康信息. 
在后续发生疾病时, 提供地区的或者国家
的公共卫生部门联系方式. 
如果发生了引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 (PHEIC), 定制 WHO 提供的信息
模板 (如果有的话). 

了解健康信息的语言要求. 
已知还是未知的疾病传播模式? 

是否有与事件关联的死亡? 
飞机到达时, 安排司法机关到机门处. 
调查死亡的原因并确保在必要情况下安
排尸检. 确保死亡已经登记. 

监测事件, 获得新的信息并进行风
险评估. 计划在医学检查后, 贮存和
运输尸体. 

飞机预计何时出发? 航线上是否
有大量的国内或国际的中转站? 

准备好人员的分类, 使航班中断最小化. 
计划好和航空公司、机场以及ATS进行不
间断的沟通. 

计划好通知旅客关于航班的延迟或者
错过的中转站的信息. 

事件是否和需要其他部门/专家参
与的危害相关 (比如化学物质、
核辐射)? 

和机场运营处交流以寻求口岸卫生部门
或其它部门/专家 (包括临床医生、流行
病学家、环境或者职业卫生的专家) 的
建议. 

应当向飞机制造者咨询, 以考虑到任
何该危害可能对飞机部件造成的损
害. 安排具有必要专业技术的人员来
支持工作. 

飞机在下次启程前是否需要消毒
或者去污? 

通告地面工作人员, 告知任何潜在的公共
卫生问题, 若其有请求向其提供指南. 

地面工作人员应有应急计划, 该计划
应包含清洁、消毒、去污以及个人防
护装备的使用要求. 确保进行消毒、
去污使用的产品都是在该国内被批准
使用, 并且经过飞机制造者同意.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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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飞行时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为航班空服人员提供管理飞机上疑似传染病或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指南 (20)17. 

感染控制

飞行过程中控制感染的措施是预防和减少传染病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 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为航班空服人员、货物和行李管理者、飞机维修和清洁人员、旅行社制定了一系
列感染控制的指南文件. 这些指南包括在疑似传染病病例发生时的基本感染控制程序18.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还发布了管理疑似食源性疾病的程序 (21). 

任何感染控制程序的成功都始于最初对健康状况的识别. 如果症状在航行中被发现, 其
被控制的机会是有限的, 取决于机舱的座位数和乘客载荷. 

一般性考虑

如果一种疾病可能具有传染性, 不论导致它的病原体是什么, 可以即刻采取以下措施来
减少暴露并限制其传染给航空公司、口岸卫生人员或者其他和旅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 

  指定一个航班空服人员照顾患病的旅客, 最好是已经在处理这名旅客的人员. 

  手卫生 (洗手, 双手互相摩擦); 

  在处理血液、人体组织、排泄物和分泌物时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措施 (PPE); 

  小心处理乘客使用过的毯子、托盘或其他私人物品; 

  进行环境清洁和溅落物的处理; 

  根据法规要求或者指南处理所有废物. 

除了标准的预防措施外, 也可以采取针对疾病症状或传染病的特定措施. 必须书面记录
所有可能的疾病. 

肠道疾病

  发生肠道疾病时, 如果有几个空座位时, 患病旅客应被转移至厕所附近的座位, 这样
的座位安排不会增加污染的风险. (即如果患病旅客已经弄脏了某座位或区域, 其他
的乘客不能使用那个座位); 可能的话, 那个厕所只供患者专用, 如果这样不可能, 厕
所应当在患者使用后进行清洁. 

o  如果在公共场合发生呕吐或者排便事件, 航班空服人员应当遵守所在航空公
司制定的条款, 包括使用合适的工具/程序来限制污染. 

  如果航班没有满载, 更好的解决方式是将患病旅客转移、远离周围旅客. 

17 - http://www.iata.org/whatwedo/safety/health/documents/health-guidelines-cabin-crew-2011.pdf
18 - www.iata.org/whatwedo/safety/health/Pages/diseases.aspx



根据2009年以来的推荐意见, 航班空服人员应当使用通用的预防措施工具箱 (如果有
的话). 工具箱包含溅出物的干燥粉、杀菌清洁剂、擦拭巾、眼罩或面罩、从后面系带
的不透水的长袖长袍、带铲的捡拾勺、大的吸水的毛巾、手套和处理生物危害废物的
垃圾袋, 有助于控制感染 (2 -附件 6). 

呼吸系统疾病

  当呼吸系统疾病发生时, 如果有口罩并且旅客可以耐受的话, 应当给患病旅客提供合
适的 (外科或者手术使用的) 口罩. 如果该旅客不耐受口罩, 可以为与其相邻的旅客提
供口罩. 

  无论何种情况, 如果可行的话, 临近 (病人) 的座位应当保持空位. 

  确保航班空服人员维持飞机的空气再循环系统的持续运转 (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 
(HEPA) 在绝大多数大型飞机上都有安装, 它可以去除一些空气传播的病原体, 这取
决于微粒或微生物的大小. 这可能随着 HEPA 系统的规格变化而有所不同). 

由直接接触体液 (血液、呕吐物、腹泻) 传播的疾病 (即埃博拉病毒病) 

  当一个来自受染国家的旅客患病, 并表现出相应的症状和体征时, 航班空服人员应当
遵守航空部门、所在航空公司或者 WHO 规定的条款. 

  如果可行的话, 通过重新安置相邻旅客以隔离患病旅客是恰当的. 

  航班空服人员在帮助患病旅客时应当戴口罩. 

  当航班空服人员在帮助患病旅客或者清理溅出的体液时, 如果可能暴露于体液, 他们
应当采取通用的预防性措施.

除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制定的通用指南外, 航空部门与公共卫生部门合作, 制定了针对
特定传染病, 包括肺结核、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流感大流行 (22,23) 等病例管理的指
南. 针对流感 (H1N1) (18) 大流行制定的程序也可以用于管理其他潜在的感染性病原
体. 本文件包括了写给协助应对 (有或没有医疗支持) 传染病疑似病例旅客的航空空服
人员的建议. 建议也强调了个人防护和卫生的重要性. 

在 2014-2015 年埃博拉病毒病暴发期间, WHO 和航空部门合作制定了处理患病旅客
和那些疑似患者的指南. 埃博拉病毒病事件管理的临时指南 (24) 概述了在旅行期间和
入境口岸应采取的公共卫生行动. 

虽然在医疗机构中感染控制程序的效果经常被评估, 但在飞机上的感染控制程序则很
少被评估. 一项研究面罩减轻大流行的流感 (H1N1) 传播效果的研究证明戴面罩的乘
客感染的几率更小 (25). 

医疗紧急情况

推荐使用伤员鉴别分诊的方法来确保任何有医疗紧急情况的旅客都能尽快接受医疗援
助. 医疗援助可能包括评估、基本的急救和医疗手段. 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和针对飞机
运营者的推荐措施包括要求飞机上备有可及的医疗设备和用品; 医疗设备和急救箱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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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含哪些用品也有指南. 从 2009 年开始, 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以及航
空航天医学协会推荐航空公司携带通用的预防措施工具箱 (如上描述) (2 -附件 6,26). 
它建议把乘客定位表放在通用的预防措施工具箱里或者其附近19. 

大多数飞行时出现的医学问题更多的是常见小病, 比如昏厥、眩晕和换气过度20. 航班
空服人员应当了解所有应当遵循的程序, 不论疾病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6.1.2 到达时

公共卫生部门将会确定下机的顺序. 除了被怀疑患病的乘客和密切接触者外, 其他乘客
应当先正常地下飞机, 除非到达时感染的旅客看起来非常严重并且医务人员就在机门
口. 所有处理患病旅客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当事国的、当地的或者公司的职业卫生指
南, 包括使用适宜的个人防护装备来减少自己和其他旅客的风险. 一份有关多个利益相
关者管理受染飞机到达时的标准操作程序, 包括时间表, 应当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制
定. 

一旦有医疗紧急情况的旅客受到关注, 口岸卫生可以评估其在飞机上或机门口与公共
卫生事件相关人员 (航班空服人员或者旅客) 的接触. 应尽一切努力缩短着陆后旅客在
受染飞机上停留的时间. 如果口岸卫生部门询问旅客的联系方式以便进行可能的随访, 
乘客定位表应由被公共卫生部门确认的乘客填写, 并在旅客离开机场前由口岸卫生部
门或者门口的旅客代理人收集. 

IHR 鼓励缔约国限制可能会干扰国际交通的措施 (附件 2). 既然飞机和机场的操作都是
高度时间敏感的, 该思想应当包含在飞机一着陆即要遵守的详细程序里, 以使恢复正常
服务的延迟最小化. 许多需要公共卫生官员或者现场急救员参与的事件并不能构成公
共卫生风险, 在这些情况下, 时间的有效利用就很重要. 鼓励公共卫生部门、机场和飞
机运营者考虑机场恢复正常服务的过程中哪里可能发生延迟, 并把延迟最小化. 

6.2 信息共享和可能的应急预案的启动

6.2.1 口岸卫生和急救人员

根据当地同意、由机场运营者协商的程序, 口岸卫生和航空部门必须合作以确保关于
的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信息在飞机着陆前, 尽快转发给所有相关的机场地面操作人员. 
注意国际民航组织的程序预期服务于所到达的机场的空中交通服务分队将会是第一个
收到发生在飞机上潜在公共卫生事件通报的部门, 应当为这种情形制定相关程序. 然
而, 有时通报首先来自其他渠道 (比如公司的通讯系统). 为了处理所有可能的情形, 程
序的制定应当由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 与机场运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的
口岸卫生部门应当考虑到以下行动: 

  请示口岸卫生部门和缔约国后, 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19 - http://www.icao.int/safety/aviation-medicine/Pages/guidelines.aspx 
20 - http://www.asma.org/publications/medical-publications-for-airline-travel/
medical-guidelines-for-airline-travel
21 - www.capsca.org/Documentation/States/UnitedKingdomManagement ofOnboardSuspectCa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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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行的话, 安排与其他乘客或者公众分开的空间来访视被怀疑患病的或者感染的旅客; 

  安排飞机停在登机口或者停机坪, 使口岸卫生人员和其他现场急救者可以到达 (出于
公共卫生目的, 飞机停止的位置通常不需要离航站楼很远); 

  确保为应急响应车辆和人员提供足够的停车位置, 包括救护车、危险品或泄露事件
的应急车辆. 

  已经实施出入境筛查后, 执行安保措施. 

  保持记录行动的日志, 供风险评估使用, 或者作为对事件的一个永久记录; 

  要求飞行员在飞机停止后关闭主引擎前, 保持飞机空气再循环系统的运转. 此类通知
通常需要由航空公司的地面处理机构来通知飞行员. 

  可行的话, 安排口岸卫生部门在航站楼内提供信息, 以通知可能在到达区域等候的亲
戚和朋友. 这个阶段, 适当地平衡提供合适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和使用合适的风险交
流方法共享信息这两类活动的需要显得很重要 (前往飞机或航站楼的口岸卫生人员
身着全套个人防护装备, 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在社交媒体时代, 旅客们可以记
录下他们看见的任何行动和所有事件, 进行更广泛地传播. 

  口岸卫生部门可以评估飞机上的污染情况, 以及是否需要清洁/消毒. 

6.2.2 移民和海关当局

移民/边境工作人员在有关准备进入该国的旅客和货物的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根据
要求, 这些工作人员必须了解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任何患病旅客以及可疑货物的状
况, 并被提供足够的信息, 以执行职业卫生指南, 从而保护自己和健康旅客. 

如果患病的旅客将要被转移至医疗机构, 边境和海关当局必须参与病例处理. 根据缔约
国的法律或指南, 患病旅客可以被允许完全或暂时入境以寻求医疗护理 (IHR 第 31条). 

6.2.3 后勤服务

后勤服务包括飞机的清洁、货物和行李的搬运、水处理服务和 (或) 垃圾清理服务. 

  必须由飞机运营者、机场运营者或口岸卫生人员为清洁人员 (包括飞机保洁员) 和地
勤服务人员提供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 这样可以保证所有部门按照要求执行专
门的清洁、消毒、除污程序和职业卫生指南, 以保护自己和健康旅客. 

  应为货物和行李搬运人员提供关于识别可能受染行李或货物的信息, 这样他们就可
以安全地完成搬运和检查程序. 

  机场运营者应当提供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水处理注意事项. 供水可以被延迟, 直到口
岸卫生部门环境卫生小组对飞机进行了初步评估, 并发布了对除污和消毒的一些推
荐规范. 水处理人员在再装满或倒空飞机上的饮水箱之前需要获得批准, 因为抵港飞
机上的水可能需要检验, 以确定是否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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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厨房或餐饮设备在飞行时被污染过或者预期有重大延迟时, 餐饮公司会被告知
可能发生的疾病. 和供水相似, 如果有肠道疾病发生的话, 飞机上可能被污染的食物
可能需要检验: 此种情况下, 剩下的食物不应被拿走或扔掉, 直到收到公共卫生部门
的批准. 如果怀疑食物中毒, 航班空服人员应遵守所在公司的条款 (如果有的话). 

  应当为垃圾清理人员提供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 根据当事国的法律或机场的操
作指南, 垃圾清理可以延迟, 直到口岸卫生部门环境卫生小组对飞机进行了初步的评
估并发布了针对特定垃圾清理 (包括危险废物点的处理) 的推荐规范. 

6.3 飞机改道

发生潜在公共卫生事件的飞机可能会改道前往有足够能力应对的机场, 或者可能会被
导向目的地机场的特定区域, 以进行初步评估. IHR 声明不能因为公共卫生原因而阻止
飞机降落, 但如果原来的机场不具备采取规定要求的卫生措施的能力的话, 可以使飞机
改道前往一个更适合的入境口岸 (IHR 28.1条)22. 

改道前往中转机场需要经过当事国空中交通服务 (ATS) 部门和该机场运营者的地勤人
员协商同意. 如果飞机的飞行计划改变并牵涉到从其他国家上空飞过, 也应先请示该缔
约国. 

商业飞机的改道是一件涉及安全、卫生、海关/移民、安保和财务的重大事件. 机场公
共卫生应急预案应该包括有必要改道的情况; 一般而言, 这和机场在事件发生时管理潜
在公共卫生风险的能力有限有关. 所有 IHR 指定的机场应随时保持核心能力, 尤其是在
发生引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然而这些核心能力可能由于环境状况、国
内动乱或其他情况而暂时被限制. 如果口岸卫生部门由于机场情况, 正在考虑飞机的改
道, 应该尽快通知所有利益相关者 (尤其是相关的飞机和机场运营者, 空中导航服务提
供者). 

6.4 机场里飞机的停放位置

口岸卫生部门将与空中交通服务部门和机场运营者合作协商以确定机场里停放飞机的
指定位置. 通常没有必要因为公共卫生原因使飞机停在偏远的地点. 在多数情况下, 停
在通常的下机口方便医务人员或公共卫生人员进行任何必需活动的位置, 除非有风险
评估建议另一个停放地点更合适. 

为了减少疾病传播的风险, 飞机停稳后, 飞机上的空气调节系统/空气再循环系统应当
继续保持运转, 直到所有乘客都已经离机. 这要求飞机的辅助动力设备在主发动机关闭
后继续运转, 或者把地面动力系统应用于飞机上. 飞机上的空调系统/空气再循环系统
是否在飞机停止且主发动机关闭后继续运转是机场应急计划里公共卫生部分或相关标
准操作程序的重要部分. 如果空调系统/空气再循环系统不能在飞机停止后继续运转, 
乘客应当尽快离机. 

22 - IHR 并不要求指定机场的公开. WHO 鼓励缔约国报告他们的指定入境口岸, 作为对世界卫生大会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但这遵
循自愿原则. WHO将会公开根据IHR 20.5 条进行认证的入境口岸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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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口岸卫生评估及飞机清洁和消毒的推荐规范

口岸卫生部门或其他主管当局可能被要求去评估发生公共卫生事件的飞机上可能的污
染. 评估应当在所有乘客离机后进行, 但可以在航班工作人员仍在飞机上时进行. 机组
人员的在场有助于第一手资料的搜集. 

理想情况下, 评估应在地面后勤人员登上飞机进行打扫或补充食物等补给品前进行. 这
样可以使口岸卫生人员完成他们的评估, 并为清洁、消毒或除污提供建议. 卫生推荐规
范必须直接提供给航空公司的地面操作人员和 (或) 机场人员. 航空公司应当在咨询口
岸卫生人员后将这些卫生推荐规范告知第三方清洁人员. 

关于飞机清洁的主要信息来源包含在 WHO 的 航空卫生指南  (27) 第二部分. 国际
航空运输协会的 医疗手册  (9) 包含了关于机舱环境, 飞机操作和卫生, 以及潜在的化
学、生物和物理污染物的章节.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还有一份为服务于携带可疑传染病
病例的抵港飞机的清洁人员制定的指南23. 文献综述提到有关飞机上消毒的困难, 并强
调了公共卫生部门和航空公司合作的必要性. 许多航班短暂的留港时间增加了进行评
估并确保完成必要的清洁和消毒, 同时又不造成航班和旅客重大的延误的挑战性. 注意
任何在飞机上使用的消毒剂必须经过飞机运营商的批准, 因为许多常用产品 (次氯酸
钠) 并不适合使用. 

6.6 对机场的即时安排

IHR 附件 1B (本指南附件 3) 规定了要求指定机场任何时候尤其是在发生引起国际关
注的公共卫生事件时具备的核心能力. 如果中转或者终点站机场被缔约国指定, 该机场
应当做好准备以支持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初步安排, 可以通过当地的医疗设施建立用以
隔离、治疗和其他可能需要的支持性服务. 

23 - www.iata.org/whatwedo/safety/health/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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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七章: 风险评估

WHO 的 针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的事件管理-操作程序  (28) 把风险评估称为一个从
事件一开始被发现一直持续到事件结束的迭代过程. 对来自公共卫生事件的潜在风险
的评估是决定需要采取什么公共卫生措施 (如果需要) 来管理这个事件的关键. 口岸卫
生当局在此阶段必须与其他可能拥有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
 

旅客

风险
评估

飞机&全体
人员

机场员工&
接待员

环境&当
地周围地区

人口

图4.风险评估的迭代过程

在风险评估阶段, 口岸卫生部门会考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事件对旅客、飞机、机场
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环境的潜在影响 (图4). 正如前面提到的, 航空旅行的速度意味
着可能需要快速的风险评估过程: 欧洲疾病控制中心 (ECDC) 发布了很好的关于此过
程的参考文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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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影响评价

在评价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的潜在影响时应当考虑以下的问题, 还应考虑 IHR 附件 2 评
估和通报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策文件  提出的问题. 

1.  事件是否可以被定性为严重? 

2.  公共卫生危害是否可能影响大量在旅途中或目的地的易感或脆弱的人群 (比如
暴发)? 

3.  是否有在该国引入病原体 (比如疾病, 传播媒介) 的风险 (如果在该国还没有地方
性流行或出现)? 

4.  是否有证据表明此危害和 (或) 疾病的国际传播已经发生? 

5.  该事件是否可能干扰国际交通和贸易? 

6.  是否有证据表明该事件在过去曾对公共卫生造成过不良后果? 

7.  是否存在有证据支持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措施可否被执行? 

8.  传播的可能性有多大? 

a.  对于化学或辐射性物质, 在评估、控制和清理的过程中, 应考虑做好工作人
员的防护; 

b.  针对已确定的传染性病原体, 考虑其传播能力和繁殖 (Ro) 数量; 

c.  针对传播媒介, 考虑其造成损害的潜力和在新环境中的定居. 

9.  我的机场是否有能力处理该情形? 

表格2概述了各人群或部门考虑的潜在危险因素, 潜在影响和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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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风险评估细则

人群或部门 潜在危险因素或风险评
估包含的元素

潜在影响 考虑可能性的因素

旅行者   旅程-出发地, 中转, 目的地
  易感人群
  飞机座位的安排
  登机时的状况包括延迟和
拥挤

  没有影响
  轻微的/短暂的症状
  严重的/慢性的疾病
  死亡
  旅行计划的延迟或打乱
  医学评估
  防治措施
  治疗

影响可发生在旅行期间、旅行
后短时间或旅行者生活中未来
某一时刻. 
大多数情况下, 影响 (症状或
伤害) 会在旅行期间或旅行结
束后短时间内显现出来, 但也
可能延迟成为继发的或后续发
生的病例. 

传染性病原体是否已知? 
如果是, 疾病本身或其自然史 (
传播途径和 (或) 繁殖数目) 是
怎样的? 
对于化学和核辐射的暴露, 是
否有专家可以支持口岸卫生部
门? 有必要考虑是否有控制播
散的能力? 
是否有残留的暴露和 (或) 暴
露途径? 
该化学物质是否已知? 
是否有该产品的安全证明书? 
对于核辐射暴露, 其暴露/同位
素的机制是否已知? 

飞机运营者   航行的持续时间
  飞机的类型
  载客容量
  实际载客量
  飞机上有多少乘务人员? 他
们接受了什么培训? 
  医疗设备的可得性如何? 
  飞机上有医学专业人士吗? 
  地面上医学支持的可得性
如何? 

  对商业的影响 (由于中转或
者到达时的改道造成的延误) 
  客户不满和降低对公司的
信任
  机组人员的感染
  飞机操作者的职业风险
  飞机的污染
  对飞机的损害 (飞机上) 
  航空公司的损失

由于延误或者对时间表的打乱
将可能造成短期的影响. 
由于飞机需要维修将可能造成
中期的影响. 
由于公司的声誉受到影响和 (
或) 客户的不满将可能造成长
期的影响. 

  飞机上的通风设备在起飞前
和飞行时是否运行良好? 
  飞行过程中是否执行了感染
控制程序? 
  着陆前是否进行了通报? 
  着陆前是否完成了乘客定
位表? 

机场和航空公
司地面后勤服
务部门

  是否具备了 IHR 核心能力? 
  机场应急预案的公共卫生部
分是否准备就绪? 如果是, 是
否是和公共卫生部门协调制
定并执行? 是否经过演练? 
  是否有途径使用口岸卫生
资源? 
  是否有控制传播媒介的方案
并已准备就绪吗? 
  是否通知了边境服务部门, 包
括负责货物的部门? 
  是否通知了航空公司地面供
水、废弃物处理和飞机清扫
服务部门? 
  是否通知了餐饮服务公司? 
  是否通知了清洁人员? 

  由于旅行的延误、取消和 (
或) 旅行限制造成的旅客和
公众的业务中断
  疾病或者传播媒介的被引入
当地环境和人群
  机场操作人员中发生的疾病
或伤害 (身体疾病, 心理社
会影响) 
  对环境的污染

对机场业务产生干扰可能会给
机场带来短期影响, 如果环境
中引入了传播媒介或其他污染
将可能会造成长期影响. 

  基础设施是否都到位并得到
维护, 并满足 IHR 的核心能
力要求? 
  机场应急预案是否包括了针
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计划? 
  是否有一个机场各利益相关
方进行沟通交流的中心枢纽? 
  机场是否能为评估旅客和飞
机腾出适当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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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或部门 潜在危险因素或风险评
估包含的元素

潜在影响 考虑可能性的因素

环境   针对污水和废弃物的环境控
制措施是否被实施? 
  是否有针对农业和野生生物
的项目? 

  对当地环境 (空气、水、废
物流) 的污染
  疾病的引入对农产品或野生
生物的影响

是否有环境专家协助进行风
险评估? 

口岸卫生   机场里用于评估的卫生资源
是现场可得还是比较远? 
  在必要的情况下, 机场是否有
能力阻止旅客继续旅行? 
  机场应急预案的公共卫生部
分是否准备就绪? 如果是, 是
否是和公共卫生部门协调制
定并执行的? 是否经过演练? 

  受染的旅客散入社区中
  接触者追踪无效, 导致疾病传
播到社区
  受染的乘客继续他们的旅行, 
导致疾病的全球播散

口岸卫生部门是否有就地管控
事件的资源? 
是否有其他资源来支持接触
者追踪? 

欧洲疾病控制中心 (ECDC) 发布了协助对飞机上 (6) 传播的传染病进行风险评估的资
源, 并附有关于接触者追踪的详细指南 (进一步了解请参考 8.9 部分的公共卫生措施). 

7.2 对旅行中公共卫生事件进行风险评估的案例

最近发表的风险评估案例 (包括快速风险评估) 可在下列网站看到: 

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cov) http://ecdc.europa.eu/en/publications/Publications/mers-cov-risk-assessment-6-november-2013.pdf
甲型流感 (H7N9) http://www.slideshare.net/charmkey5/who-risk-assessment-h7-n9-13apr13 http://www.ecdc.europa.eu/en/publications/Publications/influenza-A(H7N9)-China-rapid-risk-assessment-4-april-2013.pdfhttp://www.phac-aspc.gc.ca/eri-ire/h7n9/risk_assessment-evaluation_risque-eng.php
埃博拉病毒病 (EVD) http://ecdc.europa.eu/en/publications/_layouts/forms/Publication_DispForm.aspx?List=4f55ad51-4aed-4d32-b960-af70113dbb90&ID=1207http://www.cdc.gov/vhf/ebola/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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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八章: 公共卫生应对

8.1 公共卫生控制策略

有一系列可能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 (单独采用, 更多的时候是联合采用) 可用于应对公
共卫生事件. 这些公共卫生措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执行, 但是通常在国家或地区水平执
行时最为有效. 

正如在疾病控制策略研讨会上讨论的, Gostin提到了 "可以有深远影响的跨国控制措
施: 出入境筛查、报告、健康警报通知、乘客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旅行公告或旅行限
制, 以及体检或病人和暴露者的管理" (30). 

在考虑控制严重传染病比如埃博拉病毒病、SARS 或大流行性流感时, 有两个原
则性策略: 

  治疗性的应对措施 (例如疫苗、抗病毒药物) 

  非药物的公共卫生干预, 例如感染控制、社交距离、隔离和检疫. 

如果一个旅客曾暴露于化学或辐射物质, 其他用于控制危害和减少乘客或其个人物品
污染水平的措施也可以采用 (例如消除放射性沾染). 

在航空运输中, 因为事件的快速升级以及从其他国家获得关于当地状况或航班乘客信
息的困难, 在源头进行最初控制的策略可能并非最理想的方案, 并且也很难进行评估. 
公共卫生部门可以同时采取多种不同措施以防止或限制疾病传播到自己国家. 

本部分涵盖了一系列可能作为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措施一部分来应用的公共卫生控制措
施. 表 3 的快速参考指南对什么时候这些措施可能会被采用作了强调, 详见下文. 本指
导性文件没有提及治疗或其他类似干预 (包括医疗机构的医疗护理). 

表3.公共卫生措施的快速参考指南

公共卫生措施 何时使用 其他考虑

旅行公告/健康警报通知   旅游健康警报应当被作为风险交流策略使
用, 并在必要时更新. 
  由于潜在的社会经济影响, 对 受染地区  
的旅行公告应当谨慎使用. 

WHO 应当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 宣布或支
持旅行公告. 

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应当作为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一
部分来执行, 以提高当地群众对疾病的防
范意识. 

 在运用社会动员方法时, 可能要处理文化
障碍和恐惧. 

机场卫生

  卫生状况 随时维护日常的卫生状况, 并准备好在事件
期间加强卫生. 

IHR 核心能力. 

  媒介控制 随时保持传播媒介控制项目, 确保包括了
周边环境. 

IHR 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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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措施 何时使用 其他考虑

飞机上的感染控制 (参考
6.1.1章节) 

在可疑传染病或公共卫生事件被发现后
实施. 

WHO/ICAO/IATA针对基本感染控制的指
南. (18) 
本文件可以按照要求, 在出现新的被确认为
大流行或者引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 (PHEIC) 时被更新. 

边境控制 主管当局应当保持日常监测. IHR 核心能力. 

  出境筛查 在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的国家可被推荐
使用. 

在所有国际入境口岸的出境筛查应当包括
初筛和二次  筛查. 

  入境筛查 基于在受染的、地理上有限制的或国内监
测能力有限的地区进行出境筛查效果并不
理想, 入境筛查可能会在这时被采用. 

制定入境筛查计划时应当把资源问题和效
益考虑进来. 

  预防措施的证明 缔约国可以要求出示黄热病疫苗接种的
证明

  症状监测 可以在日常工作的基础上使用以识别个别
病例或新出现的公共卫生事件

飞机总申报单的卫生部分. 

  筛查技术 筛查技术的使用 (包括测量体温) 可以在全
球或地区性事件中执行. 

在确定可能的疗效时需要考虑疾病的自然
史. (例如: 是否会出现发热?) 

  强化监测 可以在大型集会期间或者大流行/全球卫生
事件时采用, 可包括监测学校和办公场所的
缺勤率, 医疗中心使用情况和哨点监测. 

进行报告和数据分析需要的资源. 

  旅行者的公共卫生
申报单

健康声明可以在入境或出境处采用以鼓励
旅客自己声明症状或暴露. 这个信息是与健
康和医学评估联合使用的. 

处理、储存和最终处置表格的数据管理过
程要考虑隐私要求. 

  健康和医学评估 可以包含在出境、入境或者症状筛查中, 在
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可能会增加. 

考虑健康和医学评估的资源需求. 

检疫和隔离 可采用自愿或强制检疫和隔离以应对严重
的公共卫生事件. 

考虑法定授权的要求. 
具备哪些监督执行需要的资源? 

社交隔离 可在大流行或应急预案的早期采用. 可包
括学校关闭、公共场所关闭和公共活动
的停止. 

国家或地区对疾病大流行的计划是什么? 
确保包括面向公众进行风险交流的计划. 

接触者追踪/调查 在旅客暴露于确定的传染病或其他事件
后采用. 

有效地利用资源进行接触者调查. 具体的
传染病追踪程序可参见欧洲疾病控制中心 
(ECD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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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旅行公告/健康意识运动

8.2.1 旅行公告

旅行公告是在公共卫生事件前进行风险交流的一个重要工具 (见5.1部分). 缔约国需要为
旅客、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同时确保国际社会完全了解情况 (31).

IHR 鼓励缔约国限制任何可能干扰国际交通的措施 (第43条). 旅行限制可以为新传染
病进入一个国家提供一个短暂的延缓时间 (32), 但它有其它潜在影响, 包括经济损失
和侵犯公民的自由. SARS和流感大流行之后就有研究报道了旅行公告的社会经济损失
(15,16). 正如Gostin (30) 提到: 

考虑到旅行公告的跨境性质和其可能对受染国家造成的经济影响, 旅行公告应当交
由 WHO 根据修订的 IHR 来发布透明、清晰、正当的旅游建议. 

8.2.2 社会动员 (健康意识) 运动

除了许多缔约国提供的旅游健康信息外, 社会动员的方法 (包括健康教育活动) 可能成
为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一个相对经济而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 并且应当用来告知公众
和旅客们其他可能有效的措施 (如介绍 "自愿隔离" 、面向患病个人开放的治疗中心
的位置、安全埋葬等等). 

在 2014-2015 年的埃博拉病毒病 (EVD) 暴发期间引入的社会动员运动动用了国家和
国际的工作人员, 深入社区以推广各种公共卫生措施包括手卫生、早期治疗和安全  埋
24. 在农村和城市地区这都是事件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 它可能在处理基础设施
有限的偏远地区的复杂相互关系时显得尤其重要. 

8.3 机场卫生、媒介控制和除虫

8.3.1 机场卫生

IHR 要求指定的入境口岸 (包括机场) 具有确保旅客时刻处于安全环境中的能力(1). 安
全环境包括安全的食物、饮水和卫生条件 (包括机场内及其周边传播媒介的控制程序). 

为旅客保持一个清洁、安全的环境会减少传播传染病和暴露于有毒物质的可能性, 而
旅客在登机、中转或到达时都可能会花费大量时间在机场. 新的安全规定要求更早办
理登机手续, 因为大量旅客可能会造成拥挤的状况, 而拥挤会提高暴露于患病旅客的
传染性病原体和接触被污染表面的可能性. 机场遵守定期的清洁和消毒安排至关重要. 
WHO 航空卫生指南  的第二章规定了有关设施 (包括飞机) 清洁和消毒的细节. 在公
共卫生事件期间, 如果获得批准, 机场运营者应当按照口岸卫生部门或其他公共卫生当
局的推荐做好加强清洁、消毒或除污的准备. 

机场的所有区域尤其是那些向公众开放的区域应当被包含进卫生方案里. 所有用于饮
用、个人卫生、准备食物的水均应当来自饮用水系统. 按照要求, 该系统的水应当有安

24 -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notes/2014/ebola-burial-protoc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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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水源、水处理、配水系统, 以及常规的对系统的监测和监督. 航空卫生指南  (27)

称之为机场的 "水安全计划". 

服务于旅客的食品设施以及餐饮运作都应按照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HACCP) 
或者类似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运行. 一个关于食品安全及疾病暴发的综述 (33) 推荐把
HACCP引入到航班餐饮运作中. 关于飞机上及机场里供应的食物中的微生物的研究
(34,35) 都强调改进为乘客准备的食物的温度控制以及持续对食物处理人员进行手卫
生教育的必要性. 航班餐饮企业在促进航空旅行时的食品安全上非常活跃, 并且出版了 
世界食品安全指南  (36), 该指南包含了为航班餐饮提供者、原料供应商以及航空公

司提供的标准和指南. WHO 也为旅客出版了一份食品安全的指南 (37). 

根据事件的性质和风险评估的结果, 口岸卫生部门可以执行与风险相符的公共卫生措
施. 口岸卫生部门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寻求专家的建议, 以确定必要的控制措施并评估该
措施的效果. 根据事件的性质和规模, 专家可以包括: 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流行病
学家、毒理学家、化学和核辐射领域的顾问、工程师等等. 可能需要与可以提供专家
支持和建议 (诊断和分析能力、环境监测和评估、除污等等) 的各个机构、组织、监
管部门合作. 

8.3.2 飞机上的卫生

IHR 第 25 条声明缔约国不应在所管辖范围内的机场里对在此中转的飞机运用卫生措
施, 但可以要求飞机在机场里指定的区域内停放, 并限制登机和离机者装货和卸货. 然
而这些飞机可被允许在主管当局的监督下加油、补充水和其他日常物资. 

在飞机到达或出发时, 出于公共卫生目的, 主管当局可能会要求对飞机、行李货物进行
检查 (IHR 第 23 条). 在检查时, 专业人员 (环境卫生人员) 可以查看机舱、厨房、盥洗
室、水和垃圾装运设施、货舱以及服务区, 以确定是否有公共卫生风险的存在. 根据检
查的结果, 主管当局可以决定是否批准进一步的公共卫生措施, 比如消毒、除污、除虫
或者灭鼠 (IHR 第 27 条). 

根据 IHR 第22条, 这些卫生措施可以被应用到行李、货物、集装箱、运输工具、物
品、邮包或尸体, 并且这些措施在执行时要尽可能避免给人带来伤害和不适或者对环
境造成损害. 一旦执行了控制措施, 主管当局应当确保它们的有效性. 

所有垃圾或其他被患病旅客使用过的物品应当被单独存放于生物危害品袋中, 并在到
达后被识别出来以进行处理和处置. 在飞机降落前, 应当明确告知地面的清洁人员飞
机可能需要特殊处理和 (或) 消毒 (以及很少的情况下, 需要除污). 在短时间的临时停
留期间, 应当优先处理飞机内的区域, 包括患病旅客使用过的最初和最后的座位及其
周围区域和盥洗室. 关于清洁、消毒和除污的建议可在到达时由环境卫生专员提供; 
所有在飞机上使用的产品都要获得飞机制造商的安全许可 (这由航空公司负责), 这一
点至关重要. WHO 的 航空卫生指南  (27) 的附件G包含了关于飞机消毒用品推荐属
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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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媒介控制

控制可能在机场里、飞行期间传播疾病, 或输入并定居于另一个地区的传播媒介是一
项重要的公共卫生措施. 节肢动物、昆虫和啮齿类动物已经在飞机上发现, 它们从环境
中通过行李或货物进入飞机, 或者可能作为人或动物身上的寄生虫被找到. 飞机上的媒
介能传播疾病, 在新的地区引入疾病和物种, 污染食物或给飞机结构造成破坏. 

针对飞机上的媒介侵扰的应对措施包括对飞机的环境或其他物品比如集装箱、货
物、物品、行李和邮包进行除虫、灭鼠、清洁和消毒. IHR 附件 5 叙述了媒介控制的
措施. WHO 的 国际旅行与健康  对确定虫媒传播疾病呈地方性流行的地区有一定参
考价值(4). 

WHO为指定入境口岸 (包括机场) 的IHR核心能力要求提供了一个评估工具 (38). 这个
工具要求主管当局具有 "有关虫媒传播疾病、宿主和媒介的正确控制方法 (包括除虫
和灭鼠) 的可论证的知识". 这包含一个综合的媒介控制和监测方案, 包括覆盖以下区域
的特殊安排或协议/合同: 

  客运楼 (区) 

  货物和集装箱装卸区

  基础设施和庭院

  航站楼里的服务提供设施和交通运输地面支持设备

  入境口岸的周边区域 (最少 400 米) 

以下是主管当局针对媒介控制措施需考虑的关键点: 

1.  所有活动必须按照国家或地区的规定安全进行. 

2.  媒介控制的方法必须由获得资质和有能力的专业人员使用. 

3.  用于控制传播媒介的方法和使用的杀虫剂必须符合其预期用途 (即客舱或货舱). 

8.3.4 除虫

除虫是在被认定为是潜在的传染性昆虫来源的机场里一种被常规运用的公共卫生措
施. 这个措施是用来防止害虫的输入, 这些害虫可能影响农业、渔业, 以及引入侵袭人
群的疾病. 这种日常预防措施减少了疟疾或其他疾病向特定种类的昆虫和疾病并不流
行的人群或国家的传播. 

文献检索发现了许多报告和指南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医疗手册(9)的一个章节. 这
些报告阐述了飞机上除虫的基本原理, 讨论了三个推荐的除虫方法 (残留接触法、阻
断法、起飞前和下降着陆前) (39,40,41,42). 为了应对杀虫剂带来的对化学暴露的持续
担心, WHO 和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 (IPCS) 主导并发布了 关于飞机上除虫的非正
式咨询报告  (43), 最近 WHO 还发布了 关于检验飞机上使用的杀虫剂产品效力的指
南  (44); 这些指南支持对新型杀虫产品的结果进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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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离开位于建议采用媒介控制措施地区的入境口岸的飞机均宜采取除虫措施, 并保持
无媒介状态 (IHR附件 5). 一个国家可以对来自受虫媒传播疾病影响地区的飞机运用媒
介控制措施, 如果前述疾病的传播媒介出现在该地区的话. 除虫措施必须记录下来, 记
录由航空公司按要求制作并保留. 

虽然一些国家要求对国际行程的飞机进行常规除虫 (45), 除虫也可以作为一项在发现
虫媒疾病时或疾病暴发时的控制措施来使用. 登革热 (46) 在一些以前未发生过该病的
城市、国家、洲的出现, 突出了预防病毒和媒介通过飞机转移的重要性 (47). 根据 IHR 
附件 5, 世界卫生组织应定期公布一份地区名单, 对来自这些地区的交通工具建议采取
除虫或其他媒介控制措施. 关于这一点的信息可以在 WHO 官网上找到25. 

如果有可见的证据表明飞机上有传播媒介的侵入, 应当要求进行除虫和 (或) 灭鼠; 这
些措施将会使公共卫生和安全风险 (比如啮齿类动物啃咬电线或其他设备, 进而对飞
机的设施造成损坏) 最小化. 除了可见的证据外, 如果有飞机上有可能的虫媒传播疾病
病例的报道, 或者它刚离开一个受染地区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内飞机上的媒介仍然可
以携带疾病), 该飞机也会被视为可疑并应接受检查以查看是否存在媒介和宿主. 

WHO 在官网声明: 

乘客在飞行期间有时会担心他们会暴露于杀虫剂喷雾, 并且有人声称他们在飞机上
因为喷洒除虫喷雾后感到不适. 但是 WHO 还未发现证据表明推荐使用的特定杀虫
剂喷雾对人体健康有害. 

8.3.5 货物和行李

机场里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可能包括管理患病旅客的个人物品和行李. 如果一个旅客发
生传染性疾病, 首要关心的是通过设备对患病旅客的转运, 其次关心的是他们个人物品
和行李的安全处置. 

机场可以对来自受染地区的行李和货物采取特殊处理. 这些特殊处理可包括检查、熏
蒸、其他除污措施或销毁 (如果认为行李或货物已经被严重污染). 

不能低估货物潜在的化学或辐射危害, 但这种危害更可能会对地面的处理人员或行李
搬运人员构成职业卫生风险, 而不是对旅客造成公共卫生风险. 如果怀疑有化学或辐射
危害, 口岸卫生部门将会聘请专家来制定合适的公共卫生措施. 

如果没有可行的手段来对被感染或污染的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邮
包进行除虫或除污, 主管当局可以获取物品并要求在有控制的条件下销毁它. 这对一架
飞机来说是不太可能的方案, 但可能是国家法律提供的一个选择. 

除非某个疾病的风险评估表明旅客的行李被明显污染了, 否则在处理来自可能载有传
染性旅客的受染飞机的行李时并不要求行李处理人员采取不同程序或使用额外的个人
防护用品. 

25 - www.who.int/ith/mode_of_travel/aircraft_disinsec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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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边境控制

8.4.1 概述

非药物的公共卫生措施的原则应用存在于国家和社区水平. 其中就包括边境控制的应
用. 边境控制包含了旅游限制、健康声明、筛查26 或其他形式的强化监测. 正如国际专
家委员会所述, 边境控制的总体敏感度可能有限 (48). 在疾病暴发或全球公共卫生事件
期间, 可能会执行一个或多个边境控制措施, 这取决于立法机构对此类控制措施的授权. 

8.4.2 出入境筛查

许多研究回顾了使用出入境筛查作为边境控制措施以阻止或延迟传染病的输入, 或者
减少由此带来的发病和死亡; 入境筛查最可能对有较长代际间隔的疾病更为有效27. 对
流感的入境筛查可能会短暂地推迟新病的引入, 为研发治疗措施赢得时间; 但是这些益
处应当和可能带来的损失进行比较 (49). 但从 SARS 流行期间单独对入境筛查的评价
来看, 对于 SARS 或者其它有着相似自然史的疾病来说, 筛查可能并没有效果 (50), 因
为入境筛查的总体敏感度较低. 

更新的关于流感大流行时进行出境筛查可能性的研究 (51) 提示当筛查措施集中在流感
起源的国家或地区的机场开展时, 可使得资源的利用最有效. 一项模拟流感大流行时入
境筛查的研究总结道: 在外国进行的出境筛查极大地减少了被感染的乘客数并可能减
少引入的病例数和死亡数 (52). 

作为应对大流行计划的一部分, "当旅客的始发站处于地理上孤立、无感染的区域 (如
岛屿) 或其国内监测能力有限的地方, 这时进行出境筛查并非理想选择的时候, WHO
建议旅客接受健康警报通知, 虽然入境筛查也可能会被考虑" (48). 

在 2014-2015 年的埃博拉病毒病 (EVD) 暴发期间, WHO IHR 紧急委员会 (53) 推荐
在有 EVD 传播的国家, 缔约国应当在国际机场、海港和主要的陆路过境点对所有具有
符合可能是 EVD 感染的无法解释的发热人员进行出境筛查. 出境筛查至少应由一份问
卷、体温测量和对发热 (如果有发热的话) 是否是由 EVD 引起的风险评估组成. 任何
有符合 EVD 症状的人都不应被允许旅行, 除非旅行是适当的紧急医疗运送的一部分. 
为了支持受染国家, WHO 在 2014 年11月发布了关于出境筛查的指南 (54). 入境筛查
未被推荐, 但是 WHO 鼓励执行这样措施的国家分享其经验和教训 (55). 

在最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暴发期间, WHO IHR 紧急委员会没有推荐任何对旅游或贸
易的限制, 包括出入境筛查28 (56). WHO 发布了 关于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常见问题  和 
针对朝圣活动的有关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旅游建议  (57,58). 

如果引进出入境筛查, 目的应该是: 

  识别具有符合所关注疾病的症状和体征的患病旅客, 以及曾有暴露于疾病的风险或
者与病人有过亲密接触的旅客; 

26 - 筛查指通过运用测试、检验或其它能快速运用的程序来辨别未识别出的疾病, 筛查可包括肉眼观察、体温测量等等 (来源: 
JM Last.流行病学词典, 第4版
27 - SARS的代际间隔是8-10天, 流感的是2-4天.
28 - 截至本指南出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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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适当的、和风险相称并且不会过度干扰国际旅行的公共卫生措施, 比如旅行限
制、检疫、治疗和隔离; 

  以监测和评价为目的, 确保适当的信息收集和报告

出入境筛查效果并不相同, 尤其是对于机场来说. 入境筛查可以是对出境筛查或其他领
域采取的其他措施的补充, 以避免高风险接触, 避开患病的旅行者和 (或) 那些被怀疑
患病的人. 在计划入境筛查时, 需要考虑出境筛查耗费的时间长度和在飞机到达前获得
飞机上健康情况的可能性. 

如果考虑出入境筛查, 通常应当仔细规划, 并在共享飞机上可疑病例信息的背景下和交
通工具运营者进行全面交流. 还应当考虑: 对资源 (人员、设备) 的最佳利用, 进行筛查
的能力, 国家的疾病传播状况和来自受染国家的旅行者数量. 

如果引进了筛查, 建议国家采纳 «旅行者公共卫生申报单 (附件5)» 和 «二次筛查表格 
(附件 6)» (WHO 和航空部门推荐) 的模板以确保不同国家间方法的统一, 并向旅行者
提供保证, 这样旅行者将会看到各入境口岸使用同样的程序. 使用标准化的表格和模板
也会使一些操作变得更容易, 比如翻译、随后对结果的评估和评价, 还支持了国家和旅
游业间的合作. 

如果要对中转的旅行者进行筛查, 卫生部门应当和航空公司配合以确保旅行者有足够
的时间经过安检、海关、移民或其他部门, 并且仍然能够登上他们将要乘坐的航班. 

出入境筛查通常包括两步. 

第一步: 初步筛查

初步筛查识别出可能有症状的或可能曾暴露于所关注疾病病例的旅行者. 它由以下几
步组成: 

a.  填写由关于疾病症状和可能暴露风险的简短问题组成的旅行者公共卫生问卷, 填完
的问卷将由初步筛查人员审核; 

b.  在适当情况下, 视觉评估疾病的症状和体征, 包括发热; 

c.  可以包括使用非接触体温计或体温扫描仪进行体温测量. 

初步筛查人员可以让患病的或可能暴露于所关注疾病的旅行者进行二次筛查. 

第二步: 二次筛查

那些被转送至二次筛查的旅行者应接受一次由公共卫生或医学专业人士进行的深入访
谈. 旅行者对 "公共卫生申报单" 的回答将会被核实, 还应进行一次集中的医学检查和
二次体温测量. 

在访谈和检查之后, 二次筛查人员将会决定是否需要对其采取公共卫生措施. 公共卫生
措施可以包括对患病旅行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旅行限制29, 转运至医疗机构以进行进
一步评估、检查和 (或) 治疗、公共卫生观察或关于出入境筛查执行情况的自我监测. 

29 - http://www.wpro.who.int/mediacentre/releases/2015/20150601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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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的要求

旅行者可能会被要求出示接受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的证明, 因其可能会作为进入一个
国家的条件. 不过这种情况只在黄热病流行期间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发生, 比如基于公共
卫生风险证据, 当有必要确定公共卫生风险是否存在时, 前述证明可作为寻求暂时或永
久居住的旅客入境的条件. 

持有疫苗接种或其他发布的与 IHR 附件 6 和 7 一致的预防措施证书的旅行者不应当因
为证书上提到的疾病而被拒绝入境, 即使旅行者来自受染地区, 除非主管当局拥有已核
实的迹象或证据表明疫苗接种或其他预防措施无效. 

疫苗接种或其他预防措施必须在旅行者或他/她的父母或监护人同意后再执行. IHR 
31.2 条阐述了如果旅行者拒绝接受疫苗接种或其他预防措施, 将会发生的后果. 关于
疫苗接种或其他预防措施的进一步要求可以在 IHR 第 23 条 (到达或出发时的卫生措
施) 找到, 第 32 条c段 (旅客的治疗) 和第 40 条 (关于旅行者的卫生措施的收费) 中找
到. 

按照 IHR 执行的针对旅行者们的疫苗接种和其他预防措施必须有质量保证并且经过 
WHO 的批准. 颁发的疫苗接种证书必须与 IHR 附件 6 和 7 上的规定一致. 

8.4.4 筛查技术的使用

筛查技术已经经过试点, 并在SRAS事件期间及随后的流感大暴发时使用过, 结果各异. 
一项行业研究显示流感 (H1N1) (59) 期间在到达的旅行者中使用热敏扫描仪来识别发
热有效果. 其他研究显示热敏扫描仪的使用依赖到于达旅行者中存在 "发热", 其灵敏
度和阳性预测值较低; 降低它们效果的混杂因素包括旅行期间药物的自由使用, 以及使
用它们时周围环境的影响 (60,61). 另一个研究提到不是所有流感都会发热 (比如季节
性流感B), 因而降低了热像仪的潜在有效性.

在 2014-2015 年 EVD 暴发期间, 用非接触式温度计进行的体温测量被推荐作为初次
和二次出境筛查的一部分. 

8.4.5 症状监测

 «飞机总申报单的卫生部分» (IHR 的附件 9) 包含了一个可以提示潜在传染病的一般症
状和体征的清单, 航班空服人员应使用这份清单来识别潜在的传染病病例. 在疾病暴发
期间, 公共卫生部门可能会提供更多特定指南给航班空服人员. 附件 4 规定了更多关于
症状和体征的细节, 这些症状和体征可以指示旅行者中的传染病或严重疾病, 并可被口
岸卫生作为旅行者筛查的一部分来使用. 

WHO 发布了一个关于早期预警和反应的临时指南, 该指南主要针对基于事件的监测
(13). 以下斜体字部分中症状监测的定义摘自这份指南. 

症状监测: 一种监测方法, 该方法使用以临床观察而非实验室确诊为基础的健康相关数
据. 症状监测的使用是为了比用实验室诊断方法更早地发现疾病暴发. 用于症状监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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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定义是基于临床症状和体征而不是特定的用于确认病原体的实验室诊断标准. 

口岸卫生部门进行的症状监测可以支持潜在传染性疾病的发现,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 (
如流感) 、发热出疹疾病 (麻疹) 或者肠道疾病 (如食源性疾病、诺如病毒). 

缔约国可能有法律 (检疫法) 或指南概述了用于筛查进入或离开该国的乘客的症状监
测. 这是其他形式的主动或被动监测之外的监测, 可以在社区中运用以发现对公共卫生
有重要意义的疾病聚集或暴发. 

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 期间, WHO 和国家卫生部门可以建立症状
监测, 将正在调查的疾病或暴露的相关特定症状和体征纳入进来. 持续采纳这样的症状
学方法可以帮助所有国家发现和报告病例和接触者. 

在可能接收来自疫情暴发地区的旅行者的机场里, 可以在其他筛查方式之外再引入症
状监测. 在 2014-2015 年影响非洲国家的埃博拉暴发期间, 一些机场为来自疾病暴发
地区的飞机引入了其他筛查方式 (审核健康申报单, 和航班空服人员谈话) 以外的症状
监测30. 根据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 由专业公共卫生官员进行的额外监测可能比一般的
筛查技术 (15) 更有效. 

8.4.6 强化监测

强化监测经常是针对大型集会的公共卫生计划的一部分, 一般的公共卫生监测对这些
大型集会来说可能不够. 比如, 一项大型运动会的计划可能包括为在到达旅行者中发现
疾病而在机场增加的监测, 以及引入普通日常监测以外的其他形式的监测 (基于社区
的监测、基于事件的监测). 

8.4.7 公共卫生申报

按照日常惯例31 (63) 或者是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 (比如 2014-2015 年的 EVD 暴发期
间), 作为入境或出境筛查的一部分, 旅行者可能会被要求填写一份公共卫生申报单. 在
公共卫生事件期间, 旅游健康公告应当附在申报单中. 和边境控制的其他表格相比, 在
国际航班后使用健康申报单是相对便宜的, 因为其他表格可能需要在到达时由机场工
作人员进行复核 (如护照检查).

发生全球警戒事件 (比如 EVD、大流行流感) 或其他国内疾病暴发 (比如麻疹) 时, 可
由缔约国制定由所有乘客填写的个人健康问卷. 由于制定量表和执行量表的时间要求
所限, 专用疾病评分量表的制定可能不太合适. 采纳已有模板, 比如 "旅行者公共卫生
申报单" (附件 5) 有助于一致的发现, 便于 WHO、国家公共卫生部门和航空部门之间
相互通报, 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由其他部门审核, 任何阳性的受访者将会被移交给口岸
卫生部门做进一步评估. 在多数情况下, 这将作为一个自愿的、非常规的活动来考虑. 

如果认为一个地区或国家被 "感染" 了, 当局可以决定在旅客登机前或在机场时, 通过
检查他 (她) 的旅行日程来审查他 (她) 前往受染地区的旅行史. 目的是查明其是否前往

30 - Personal information (Source; PAGNet).
31 - http://www.ebeijing.gov.cn/feature_2/AIn  uenza/GovernmentMeasures/t10503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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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染地区或到其附近旅行, 或者在到达前是否可能有其他接触感染或污染的机会. 

如果已经到过受染地区, 根据事件的情况, 可能有必要收集更多关于到过那些地区的旅
行者和乘务人员的信息, 或对他们做进一步评估. 这些信息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或者访谈
乘客和乘务人员来收集. 

8.4.8 公共卫生风险与医学评估

如果一个人在通过出入境程序时被发现有症状或可能被感染, 她 (他) 可能需接受一次
健康或医学评估. 这项公共卫生措施可能在国家法律中有介绍, 或者在一次公共卫生事
件中被实施. IHR (第五部分第三章) 概括了针对旅行者的特殊条款, 同时也承认了缔约
国要求 "医学检查、疫苗接种或其他预防措施及其证明" 作为入境条件的权利. 

为了确保旅客健康并决定是否需要批准进一步的公共卫生措施, 可以对旅行者进行健
康评估或访谈. 健康评估需要遵照标准的做法, 这在缔约国 "标准操作程序 (SOPs) " 

里有规定, 可能包含在非创伤性技术那部分 (确定体温、观察疾病的症状和体征). 附件
7提供了关于建立公共卫生评估访谈场所的指南. 

健康评估之后  的行动如下: 

  允许其返回社区—无随访; 

  限制旅游—旅行者可能会被拒绝进入一个国家或继续旅行, 直至其传播疾病的风险降
低. 缔约国可负责为旅行者提供各种安排, 直到她 (他) 可以返回其国家或继续旅行; 

  允许其返回社区, 并由当地医生或公共卫生部门进行随访, 以进行直接观察; 或进行
自我监测; 

  如果口岸卫生部门确定旅行者可能有危及公共健康的传染性疾病, 或者他 (她) 的状
况需进一步调查, 那么旅行者需要转诊以进一步进行医学评估. 转诊通常需要运送至
医疗机构. 

医学检查是由当局执行的一项措施, 目的在于确定旅行者的健康状况及其对其他人的
潜在公共卫生风险. 医学检查可以在到达时或出发时, 在机场或医疗机构进行. IHR 对
医学检查进行了以下分类: 

  非创伤性: 对耳、鼻、口的医学检查, 使用耳内、口腔或皮肤温度计测量体温; 或采
用热感应成像术, 医学检查、听诊、体外触诊、视网膜检影法, 体外采集尿、便或唾
液标本, 体外测量血压以及心电图. 这些检查可能会被要求作为旅行者进入或离开一
个国家的条件. 

  创伤性: 是指皮肤被刺伤或切开, 或者器具、异物插入身体, 或者检查体腔. 创伤性的
医学检查不应被要求作为任何一个旅客进入一个国家的条件; 但也有例外, 比如在公
共卫生风险证据的基础上, 当有必要确定是否存在公共卫生风险. 

  任何医学检查应当在旅行者或他 (她) 的父母或监护人同意后方可进行, 并且应当尊
重人权, 且应按照 IHR 的规定和安全标准方面的国家法律以及任何其他执行准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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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IHR 规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第 31.2 条), 缔约国可以强制旅行者接受医学检
查、疫苗接种或其他卫生措施. 应当是可达到公共卫生目的, 而创伤性或侵入性最小
的检查. 比如, 一个被怀疑患有不可控的耐多药结核病的旅客可以被要求接受包括X
光、组织学检查 (涂片) 的医学检查以确定疾病状况和治疗方案. 

关于医学检查的更多细节在 IHR 第 31 条 (与旅客入境相关的卫生措施), 第 32 条 (旅
客的治疗) 和第 40 条 (针对旅客的卫生措施的收费) 里有描述. 

8.4.9 检疫与隔离

控制旅行者中的健康风险包括减少传染性病原体的潜在传播, 和 (或) 降低其他旅客或
个人暴露于传染性病原体或其他危害的可能性. 传染性病原体的两种可能的控制措施
是隔离和检疫 (改编自 IHR). 

  隔离是指将病人或受染者或受染的行李、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邮包与其他人
员和物体分开, 以防止感染或污染扩散. 在飞机上, 只有 有限的机会隔离患病的旅行者. 

  检疫是指限制无症状的疑似受染者的活动和 (或) 和将无症状的疑似受染者及疑似受
染的行李、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邮包与其他人员和物体分开, 以防止感染或
污染的可能播散. 

隔离和检疫都不能运用于飞行中的旅行者, 但是它们可以运用于始发站、中转站或目
的地的旅行者, 如果他们曾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暴露过或被感染的话. 曾接触过或可能
接触过公共卫生风险并是疾病的潜在传播媒介的旅客可能会接受公共卫生观察, 以监
测他 (或她) 的健康状况. 如果旅客没有构成迫在眉睫的公共卫生风险, 并且国家通知
目的地主管当局等待这位旅客到达入境口岸, 则这位旅客可以继续国际旅行. 到达目的
地时, 旅客应当向口岸卫生或其他公共卫生部门 (PHA) 汇报. 

隔离

有症状的或被感染的旅行者可以被隔离一段时间, 以确保无感染或污染扩散的风险. 对
于传染性疾病, 隔离期通常和该病的传染期相同. 对于高度传染性疾病, 必须采用前面
段落提到的措施. 对与某些传染病, 可能要求隔离的房间有独立的通风系统和 (或) 负压. 

对其他物质 (比如化学物), 隔离可以很短暂, 比如旅客洗个澡并除去他 (她) 的衣服上
的污染就可以了. 关于个人除污的指南可以在以下文件中找到: WHO 手册: 化学事件
的公共卫生管理  (64)、 英国化学事故恢复手册  (65). 

隔离可以发生在医疗机构或其他机构里. 将隔离状态下的人从机场转移至地面机构时, 
必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如果出现症状的旅客可能会被转移至其他机构 (国内或其
他国家) 进行治疗, 必须提前计划好医疗后送程序, 并且所有这样的医疗转移必须提前
经过公共卫生部门批准. 

根据 IHR 第 32 条, 机组人员和乘客应当被这样对待: "尊重他们的人格、人权和基本
自由, 并最小化与此类措施有关的不适和苦恼". IHR 第 40 条描述了关于针对旅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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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措施的收费规定. 

检疫

在发现被怀疑患病的旅行者后, 可以对他们进行一定时间的检疫, 以确保无感染或污染
扩散的风险. 对于传染性疾病, 检疫的时长通常等于疾病潜伏期加上传染期. 对其他物
质 (比如化学物), 检疫可以很短, 比如到旅客洗完澡并洗去他 (她) 衣物上的污染就可
以了. 检疫可作为公共卫生应急预案的一部分而确定并安排在合适的机构进行. 根据事
件情况, 还可以要求执行包括控制送餐、垃圾管理和洗衣服务的感染控制程序. 应当指
定专业人员作为看护人. 

始于SARS暴发以及随后流感大流行暴发的过去十年里, 检疫与隔离的公共卫生措施又
被重新启用 (66). 在很多情况下, 文献提示在遇到尚无疫苗或其他药物性方法控制的新
发疾病时, 检疫可能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疫情的早期阶段 (67). 几个国家汇报
了他们在限制SARS传播时使用检疫和隔离的经验和挑战 (68,69,15); 这两种措施都是
资源密集型, 如果执行, 接受这些措施的人们需要持续的社区支持 (包括财政、食物供
给等). WHO 编写组, 引用流感大流行的例子, 提示强制的检疫和隔离 "很可能没有效
果, 不能很好地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 并具有社会扰乱性" (70). 

为了执行检疫, 公共卫生部门需要考虑法律部门和执行机构 (71). 检疫和隔离措施的研
究强调了随着疾病信息可得性的增强, 需要根据卫生系统和领导能力, 灵活地修改准则
和方法. 检疫的使用应当有科学证据支持和专业公共卫生意见的指导, 以避免反抗或对
个人不必要的限制. 

在文献综述里, 检疫和 (或) 隔离曾被作为更大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一部分来执行; 因此
很单独难衡量检疫的效果 (70). 正如前面提到的, 严格的边境控制措施可能在地理上受
限制的区域最有效; 一个关于检疫 (作为一种边境控制措施) 效果的模型研究得出: 长达
9天或6天的检疫期加上快速诊断试验可以为小的岛国延迟流感大流行的引入 (72). IHR 
详细明确要求, 如果需要执行检疫, "最好是在远离入境口岸的机构" 里进行 附件 1B(2). 

社交隔离

社交隔离可以作为正式的公共卫生措施引入, 包括关闭公共场所或学校. 风险交流也可
以通过清晰宣传疾病传播可能性而鼓励非正式的社交隔离 (避免拥挤的场所, 旅行的
延迟). 对社交隔离的公共卫生接受度以及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也应当考虑; 在公共卫生
事件期间, 如果充分宣传了相关风险, 并且考虑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时, 人们可能对
社交隔离有更好的接受度. 

机场的可能关闭和旅游限制有着类似影响, 也会带来社会和经济的损失. 如果一个公共
卫生事件批准执行与航空旅行相关的社交隔离, 考虑只允许买票的旅行者和机场工作
人员进入机场建筑也许是合理的. 这可能会减少公共卫生或其他主管当局的负担, 并且
在强化的出入境筛查生效后可能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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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接触者追踪/调查

公共卫生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可能暴露于有害物质并因此有患病风险的个
人进行随访和调查. 关于接触者调查对象的合理选择, 以及乘客定位表格的使用均应当
由航空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共同推动. 

对曾暴露于确诊病人的接触者进行追踪或调查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虽然
接触者追踪通常和传染病有关, 它也可以适用于化学或核辐射的暴露. 有帮助接触者追
踪决策过程的细则和流程, 应当参考它们; 关于接触者追踪的决策还应考虑特定事件的
风险评估. 

WHO 的关于肺结核 "密切接触" 的定义 (74) 经常被认为是接触者调查的起点: 

一个人如果曾长时间 (8 小时及以上) 和患有传染性的或可能有传染性的肺结核病人在
封闭的环境里很靠近, 他 (或她) 会被认为有感染肺结核的风险. 在飞机上, 密切接触者
会考虑与指示病例坐在同一排的乘客或者前后两排的乘客, 也就是总共五排. 

正如前面提到的, 欧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CDC) 风险评估指南(6)包括了针对一系列
在飞机上可能人传人的疾病的风险评估和接触者追踪的相关详细信息和推荐措施. 它
们的执行纲要声明: 

我们坚信风险评估和接触者追踪的决定应当根据各个事件而特定, 并且应当考虑如
下因素: 流行病学传播的可能性, 源头病例的传染性和致病性, 飞机上通风系统的运
转, 接触的强度和座位细节 (6).

除欧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南外, 还专门为特定的传染病 (75,76) 制定了接触者追
踪细则以及适用于曾暴露于有害物质的乘客的一般准则32. 在 2014-2015 年的埃博拉
暴发期间, 飞机上的接触者被认为是那些在病人或疑似病人的邻近座位或走廊对面座
位的乘客 (77). 

航空旅行的性质为接触者追踪创造了额外的挑战. 身为观光者的乘客, 尤其是那些不是
正规旅行团成员的旅行者, 会分散在他们目的地的各个地方, 可能会到人迹罕至的地方
或其他地区/国家旅行. 运用卫生资源进行广泛的接触者调查的价值必须与其他公共卫
生措施 (包括旅行健康公告) 平衡考虑. 如果旅行一结束就发布了公告, 疾病确实被诊
断, 旅行者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那么仍然可以在事件发生若干天 (周) 后进行接触者追踪. 

如果航空公司和 (或) 其他机构在旅客信息的及时提供上合作, 当然这必须和旅客
信息保密平衡考虑, 将会大大有助于接触者追踪的进行. 如果事件是在飞机上发现, 
WHO、ICAO和IATA (12) 提倡使用乘客定位表格 (PLF) 来协助接触者追踪. IATA 有
一份乘客接触追踪申请书, 可在网上获得33. 

32 - 接触者追踪未来需要的资源可能会作为AIRSAN项目的一部分进行开发.
33 - http://www.iata.org/whatwedo/safety/health/Documents/request-form-passenger-contact-trac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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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航空公司在乘客信息的保留方面颇有局限, 其他针对未来接触者追踪的更有效的
数据收集方式已经被提出, 并应当被公共卫生部门评价和考虑. 目前, 获得接触者追踪
信息的最好方式就是公共卫生部门去询问有关的航空公司他们需要的特定信息 (移动
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地址等等). 

在接触者穿过国际边境的事件、暴发调查或疾病暴发期间, 口岸卫生或主管当局应当
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和下一个国家进行交流. "旅行者公共卫生申报单" (附件 5) 可能
会提供在国家间传播的足够信息. 

8.5.1 快速诊断工具的可得性

既然旅行速度限制了对病例或聚集的病人进行医学诊断和实验室诊断的能力, 于是在
快速诊断工具的使用方面就有了浓厚兴趣, 并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虽然快速诊断
工具的需求和潜力已被认识到, 但是由于一些因素, 包括成本效益和通用性, 目前来说
他们的使用还是有限. 当前, 大多数快速诊断工具必须由熟练操作者使用, 因而, 根据机
场里的公共卫生能力来看, 这些工具/测验可能需在机场外的医疗机构来使用. 

8.6 对国际交通造成重大干扰时的考虑

发生与航空旅行相关的重大传染病暴发时, 可能会实施旅游限制, 或者航空公司会选择
取消飞往受染地区的航班. 这些旅行限制可能会阻止包括支援人员或货物 (物资) 在内的
旅行者进入受染地区, 还会影响其他交通和贸易. 因为可能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影响, 
旅行限制很少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IHR 第 2 条), 但是可能被个别缔约国或航空公司实
施. 在 2014-2015 年埃博拉暴发期间, 世界卫生组织鼓励提高警戒, 而非旅行限制34.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 对国际交通的明显干扰一般是指拒绝国际旅行者、行李、货物、
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等入境或出境或延误入境或出境 24 小时以上. 对航空器运
营商来说, 24 小时的旅行干扰可以对运营和支持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建议所有就
绪的程序都认识到这一点, 并使得延迟尽可能减小到最短时间. 在做可能会干扰国际交
通和贸易的公共卫生措施决策时, 当局应当考虑干预措施的代价和带来的责任. 

如果一个民用航空当局或机场主管当局执行了 IHR 第 43 条里提到的额外卫生措施, 
并且这些措施严重干扰了国际交通, 那么: 

  应该向 IHR 国家归口单位 (NFP) 汇报这类措施 (IHR 第 27 条); 

  国家归口单位 (NFP) 应当在 48 小时内告知世界卫生组织这类措施的执行情况; 

  国家归口单位 (NFP) 应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这类措施的公共卫生依据和有关科学信
息. 世界卫生组织应与其他缔约国分享这些信息. 根据本条第3段和第5段及其他相关
信息, 对提供的信息进行评估后, 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要求有关缔约国重新考虑措施的
使用 (IHR 第 43 条). 

34 - WHO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commentaries/ebola-trav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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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与环境中的风险有关的事件的卫生措施

环境中的风险可以由不卫生的条件、饮用水的污染、液体和固体废弃物或其他废弃物
的处理造成. 世界卫生组织的 航空卫生指南 (27)  概述了为确保飞机上的良好卫生环
境需要采取的措施. 发生疾病时, 尤其是那些有传染性的, 发生在飞机上、机场里的, 或
者与行李、货物有关的疾病, 机场卫生部门应确保在飞机的下次航班出发之前, 由地面
勤务人员完成符合要求的清洁和消毒. 

8.8 不明原因 (包括化学和放射性危害) 事件的应对措施

直到暴露的致病因子被确认前, 报告给口岸卫生的事件通常是未知的. 国际卫生条例
运用全灾害方式, 意在捕捉由化学物和核辐射事件造成的公共卫生事件 (IHR 附件 2). 

发生化学品或核辐射事故时, 需要多个机构的共同应对. 对化学品和核辐射物质的危害
管理经常超过了大多数卫生部门的职责, 干预措施需要经与其他主管部门磋商后再实
施. 针对化学品和核辐射突发事件的国家指南可能有用并应当被遵守. 

如 IHR 第 6 条所述, 如果公共卫生事件涉及到其他国际机构的权限, 世界卫生组织将会
通知相应机构 (比如国际原子能组织), 并可能会加入联合工作小组以提供公共卫生建
议. 例如, 可能会把关于航空和海上运输的专门的IACRNE35 工作小组和其他包括 «航
空和海上运输» 和 «国际原子能机构» 在内的国际机构召集到一起.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人类健康风险评估的工具箱. 这个工具箱

指导使用者从地方或国家水平在给定的健康风险评估环境中鉴别、获取和使
用所需信息以评估化学危害、暴露及相应的健康风险 这个工具箱是为公共卫
生和环境专家, 管理者, 企业管理者, 其他至少在风险评估原则方面受过训练的决策
者, 以及在评估和管理化学物质对人的健康风险方面承担一定职责的人而开发 (78). 

8.9 对动物的公共卫生措施

一些航空公司允许在客舱里运输一定体积的活体动物, 更大的动物可以在货舱或通过
单独的飞机来运输. 有可能更小的动物也可以是被疏忽的偷渡者, 并且在到达时已死
亡, 或者被困在集装箱或货舱里. 因此要求在运输中有特殊措施以确保转运动物的安
好, 并防止动物间、人和动物间疾病的传播.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为了对活体动
物进行安全、人道且划算的运输, 制定了 "活体动物条例"36. 

国际卫生条例附件 1B(2b) 要求, 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 时, 指定
的入境口岸要有为潜在的感染动物提供评估、并在需要时为它们提供护理的能力. 这
通常是其他专业部门比如农业部、野生生物资源部或兽医部门的责任. 重要的是主管
当局有能力决定是否需要对动物进行隔离和检疫, 并能够为此类措施的执行提供后勤
保障, 还能为动物提供获得医疗服务的途径. 

35 - 辐射与原子能突发事件跨部门委员会 (IACRNE) 由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主持. 为了准备和应对原子能和辐射突发
事件, 委员会定期碰面以协调相关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安排. 世界卫生组织和泛美卫生组织 (PAHO) 都是成员. http://www-ns.
iaea.org/tech-areas/emergency/iacrna/login.asp/.
36 - http://www.iata.org/publications/Pages/live-anima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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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使用特定卫生措施确保安全处理和运输人类遗骸

世界卫生组织编写了几个关于在自然灾害后安全处理尸体的参考资料. 世界卫生组
织关于死于传染性疾病的人的尸体传播潜力的观点可被总结为如下: 尸体的传染病
传播风险被认为是不可能的37.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有指导航班空服人员如何管理飞机上死亡的指南, 包括直到
着陆前对尸体的处理等方面 (79). 在到达时, 应就国家法律或指南咨询卫生主管部门的
建议. 

如果一个人死于传染病, 缔约国可能对尸体的运输有特殊要求. 在运输这样的尸体前, 
运输者应查明目的地国家是否有任何特殊要求. 如果没有, 搬运者应当遵循国际航空运
输协会 "机场处理手册 (80)» 里的指南. 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求旅行者身份和死因的相
关官方文件与棺材一起. 

如果怀疑有化学物或核辐射暴露, 应当咨询口岸卫生部门. 

8.11 感染性物质的安全运输

如今, 传染性物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运输. 为了全球的公共卫生利益, 人和动物的
标本需要被安全、及时、有效、合法地从收集它们的地方运输到分析它们的地方去. 
可能具有传染性的人和动物来源的标本应当以使运输人员远离传染风险的方式被包装
和运输. 

为了给运输 (以包括航空运输在内的任何交通方式) 传染性物质和病人标本提供实用
指南, 并促进遵守适用的国际规范,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关于运输传染性物质38 的指
南, 并每两年更新一次.

9. 第九章. 事件应对的监测和评价

数据管理、监测和评价是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 可以支持公共卫生控制
和遏制措施的有效性. 对公共卫生措施有效性的监测使得随着事件进展和新信息的获
得, 公共卫生部门可以改进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经验教训和正规的评价将支持全球公共卫生能力的不断提高. 

9.1 数据管理

在一起事件期间, 数据管理在卫生措施执行的全程都很重要. 比如, 如果卫生措施包括
在入境口岸的出入境筛查, 筛查期间获得的数据的储存、记录和处理对评估目的以及
估计考核指标都很重要. 

37 - http://www.paho.org/disaster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71&Itemid=931
38 -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_hse_ihr_2015.2/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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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建议以下关于旅行者数目的信息被系统地记录: 

  将要进行筛查和其他卫生措施的旅行者; 

  被筛查过的旅行者; 

  被转交至二次筛查的旅行者; 

  经过二次筛查被描述为疑似病例的旅行者; 

  经过二次筛查被确认为是疑似病例的旅行者, 在二次筛查时对其实施了一种卫生措
施 (比如公共卫生观察, 隔离, 除污, 转诊到医疗机构, 检疫, 疫苗接种); 

  被确认为确诊病例的旅行者. 

9.1.1 持续监测

在积极干预阶段, 可以获得关于公共卫生风险的新的信息和证据. 这些信息可以包括临
床和实验室的发现或暴露因子的确定, 对R0值的估计 (传染病的增殖数), 疾病的连续
传播链, 治疗性干预措施的可及性和效力. 在对早期应对措施的监测和评价之后, 预计
相关部门会做调整以优化公共卫生措施. 随着其他措施效果的减退, 公共卫生措施的新
机会将会出现 (比如引进疫苗). 应当随着新信息的获得而更新对乘客、公众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风险交流. 

欧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针对公共卫生循证方法论的技术指南 (29) 建议监测应包括对接
受度和可行性的评估. 

9.1.2 评价 (经验教训) 

当公共卫生事件被控制或结束后, 应当对应对措施进行更正式的评价, 包括总结经验教
训, 并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分享结果. 评价可以是全面的或集中关注应对措施的某一特定
方面, 明确定义评价目的和目标会有助于这一努力. 

SARS 事件促使许多缔约国开始评价公共卫生措施的优势与不足 (81); 事件本身以及经
验教训带来了新的立法, 并提高了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公共卫生应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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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航班到达前航班空服人员向乘客宣读的内容

疑似传染病 (EVD) 

2014 年 10月

如果一个国家要求飞机在到达时发布一个机舱公告, 提议使用以下符合他们要求的脚
本之一. 

1 (当到达一个要求来自受染地区的旅行者自行向公共卫生部门进行身份汇报的
国家时使用) 

女士们先生们: 

为了应对当前 «某 (些) 国家» «某疾病» 的暴发, 公共卫生部门已将各种措施落实到位. 

要求所有曾在过去的 «几» 周 (根据疾病的不同而不同) 内到过 «某国家» 的旅行者 (包
括中转的旅行者) 在到达机场后, 向公共卫生部门报告. 即使您觉得自己很健康, 但这
是作为一项安全措施而要求. 感谢您的配合!

脚本 2 (当到达要求乘客填写 «旅行者健康申报表» 的国家时使用) 

为了应对当前 «某 (些) 国家» «某疾病» 的暴发, 公共卫生部门已将各种措施落实到位. 

公共卫生部门要求所有旅行者在到达前填写一份健康申报表. 将会根据当地的隐私法
使用您的信息, 以阻止疾病的扩散. 每一位旅行者都要完成一份表格. 父母或监护人可
以为小孩填写表格. 即使您感到很健康, 但这是作为一项预防措施而要求. 

乘务人员将会很快分发表格. 请在到达时把填完的表格交给公共卫生部门代表. 

感谢您的配合!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http://www.iata.org/whatwedo/safety/health/Documents/
health-guidelines-cabin-annoucement-scrip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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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摘自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空中导航服务的程序—航空旅行管理文件
4444 atm/501

16.6 通报飞机上的疑似传染病, 或其他公共卫生风险

16.6.1 正在飞行的机组人员在飞机上发现传染病疑似病例或其他公共卫生风险时, 应立即将
下列信息通报给与飞行员沟通的空中交通服务 (ATS) 分队: 

a) 飞机身份; 

b) 出发的机场; 

c) 目的地机场; 

d) 预计到达时间; 

e) 飞机上的人数; 

f) 飞机上的疑似病例数; 及

g) 公共卫生风险的性质, 如果知道的话. 

16.6.2 空中交通服务分队, 一收到来自飞行员关于飞机上疑似传染病或其他公共卫生风险的
信息, 应尽快将信息转发给服务于目的地/出发地机场的空中交通服务分队, 除非缔约国和飞机
运营者或其指定代表有规定让它通报某个指定当局. 

16.6.3 当服务于目的地/出发地的空中交通服务分队接到飞机上有疑似传染病病例或其他公
共卫生风险的报告时 (报告来自另一个空中交通服务分队或某架飞机或飞机运营者), 该分队应
尽快将信息转发给公共卫生部门 (PHA), 或缔约国指定的合适当局, 或飞机运营商或其指定代
表, 以及机场当局. 

注释 1. 见附件 9 —简化手续, 第1章 (定义), 第8章的 8.12 和 8.15, 以及附录1, 了解与
传染病和公共卫生风险相关的补充信息. 

注释 2. 为了随后就飞机上相关的临床细节和机场准备工作进行协调,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公共卫生部门联系航空公司代表或运营机构及机场管理局. 根据机场地勤人员或
运营机构现有的通讯设施来看, 直到飞机比较接近其目的地时, 机场才可能和飞机进行
交流. 飞行时除了最初向空中交通服务分队的通报以外, 尽量避开空中交通管制的通讯
频道. 

注释 3. 向出发机场提供的信息将会防止传染病或其他公共卫生风险通过从相同机场
出发的其他飞机播散的可能. 

注解 4. 可以使用航空固定电信网 (紧急通报) 、电话、传真或其他传播方式. 

在线访问: http://www.icao.int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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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入境口岸的 国际卫生条例  核心能力, 摘自 IHR 附件1(B)

应随时保持的核心能力 (附件 1B (1)) 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核心
能力附件 1B (2) 

能提供医疗服务和足够的医务人员、设备和场所 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能调动设备和人员, 以便将患病的旅行者运送至医疗
设施 评估和诊治受染的旅行者和动物

配备受过培训的人员检查交通工具
提供与其他旅行者分开的合适场地, 以便对嫌疑受染和
受染的人员进行访视. 必要时进行检疫, 检疫设施最好
远离入境口岸

确保使用入境口岸设施的旅行者拥有安全的环境 (即饮
水供应、餐饮点、卫生设施等) 

采取建议的措施, 对行李、货物、交通工具、物品或邮
包进行除虫、灭鼠、消毒、除污, 或进行其他处理

有媒介控制项目和控制媒介和宿主的专业人员 对到达和离港的旅行者采取出入境控制措施

为将患病的旅行者运送至合适的医疗机构提供获取设备
和人员的途径

调动专用设备和穿戴合适个人防护装备的、受过培训的
人员, 以便运送可能携带感染或污染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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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可能引发口岸卫生应对的案例情形

注意: 本表格仅由专业医务人员使用; 并非设计给机组人员使用. 

事件/综合征/症状和体征 定义

持续性发热 发热 38°C (100°F)48 小时以上

血样腹泻 24 小时内3次以上腹泻或水样腹泻, 且粪便含血

严重腹泻 腹泻 (24小时3次以上腹泻或水样便) 伴脱水表现

腹泻病例集中或暴发 两例及以上腹泻病例 (24 小时3次以上腹泻或水样便) 

发热加上以下症状之一: 

皮疹
皮肤区域出现多个红色突起; 红色、平坦斑点, 或完整或部分结痂的水泡样凸
起 (充满液体或脓液). 皮疹可以是分散的、聚集的, 并可以在身体的一个或多
个部位出现. 

腺体肿胀 位于头部、颈部、腹股沟的腺体的增大, 尤其是唾液腺、腮腺或淋巴结的肿大

严重呕吐 呕吐伴随脱水表现

黄疸 皮肤、眼睛和 (或) 其他身体组织或体液变黄

抽搐 强烈的、阵发性的不自主肌肉收缩或一连串此类收缩

出血 牙龈、耳朵、鼻子或皮肤出现缺乏合理解释的明显而不寻常的瘀血或出血

新近出现的麻痹无力 新发或近期发生的无力, 部分或全部手臂 、腿无法动弹, 或吞咽肌或呼吸肌
无力

咳嗽 咳嗽持续两星期以上或咳嗽带血痰

头疼 伴随颈部僵硬

意识减弱 病人不能完全意识到周围发生了什么的状态, 可能显得困惑, 或可能很难唤醒. 
一个意识减弱的病人可能不知道日期或其名字

虚脱 完全的精疲力竭或虚弱; 崩溃

气短 喘气; 无法顺畅呼吸; 呼吸频率过快, 挣扎着获取足够空气

呼吸道症状 (流感样症状, ILI) 流感样症状: 一个病人突然发热≥38°C (100°F), 并且咳嗽或喉咙痛, 缺乏
其他诊断

非创伤性死亡 除意外事故以外的原因导致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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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旅行者公共卫生申报单

注意: 本表格是在既往疾病暴发 (比如 2014-2015 年的埃博拉暴发) 时使用的类似表格的
基础上制定. 在既往暴发中, 一些国家实施了出境和入境筛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应对特定公
共卫生事件的推荐措施, 通过修改表格中的公共卫生信息 (症状和体征、潜在风险和暴露), 
此表格可以用于其他传染病或其他暴露. 

所有旅行者均应完成本表格, 并且记录应被保存. 为了进一步调查或接触者追踪, 这些
信息将会根据适用的国家法律被公共卫生部门使用. 

航班/轮船/地面交通工具的编号/名称:  ....................................................................
座位/机舱/车厢号码/名称:  ........................ 姓:  .......................... 名:  ....................
护照国家:  ..............  护照号码:  .........................  到达日期: 年........ 月......... 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别: ❏ 男 ❏ 女
电子邮件地址:  ........................................................................................................
移动电话号码 (包括国家代码或名称):  ......................................................................
家庭住址:................................................................................................................
未来 21 天的住址:  ..................................................................................................

了解与传染病相符的症状和体征, 参考 IHR 附件 9
今天, 或过去.. . . . .  小时内, 你是否有下列任何症状? 是 否

a. 发热 (38°C/100°F) 或更高, 感到发热或出现寒战? 

b. 咳嗽? 

c. 气短? 

d. 呕吐或腹泻? 

应考虑所关注疾病的潜伏期, 修改本表格以发现所关注疾病的潜在风险或暴露. 
在过去的.. . . . .  天里, 你是否做过以下事情? 是 否

a. 到受染地区旅行

b. 与病例 (任何患xxx病的人) 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或者有其他接触? 

c. 到过治疗本病病人的医疗机构? 

d. 此处供添加事件特异性问题

到过的国家: 
列出过去 天内, 你曾到过的国家 (包括机场、中转港口和居住地所在国家). 先列出
最近去的国家 (你登机的地方). 如果你需要更多空间, 请使用本页的背面. 
1.  ...................................................................................................................................

2.  ...................................................................................................................................

3.  ...................................................................................................................................

4.  ...................................................................................................................................



70 

附件 6. 二次筛查表格

**

个人转至二次筛查的理由 (勾选所有符合的选项) 

❏ 症状或体征
❏ 潜在暴露
❏ 其他危险因素

第一部分 1: 旅行者信息

姓:  .....................................................  名字:  ..........................................................  
其他名字:  .............................................................  年龄:  .......................................  
出生日期:............... /............... /............... (日/月/年) 性别: ❏ 男 ❏ 女 
护照号码#:  .........................................  护照国家:  .................................................
户主:  .......................... 村/镇:  ............................... 教区:  .......................................
居住国:  ...................... 地区:  .............................  县以下:  .......................................

旅行者患病或发生暴露的地点: 

村/镇:  ....................................................  地区:  .....................................................  
县以下:  ..................................................................................................................
如果和永久居住地不同, 在该地居住的日期:...... /...... /...... 到...... /...... /...... (日/月/年) 
暴露日期 (如果知道的话):...... /...... /...... (日/月/年) 

第二部分: 临床症状和体征 温度℃ 

了解与传染病相符的症状和体征, 参考 IHR 附件9
今天或在过去的...... 小时内, 旅行者有过以下症状吗? 

症状首次发作的时间:...... /...... /...... (日/月/年)

插入指示所关注疾病或状态的症状和体征 旅行者回答

e.g. 发热 (临界值待确定)  是  否  不知道

e.g. 腹泻  是  否  不知道

e.g. 皮疹  是  否  不知道

e.g. 头痛  是  否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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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暴露和危险因素

考虑到疾病潜伏期, 本部分应做调整以发现所关注疾病的潜在风险或暴露. 
筛查人员应在公共卫生访视期间询问问题. 

在过去的...... 时间段内, 你曾做过以下事情吗? 

例如, 你曾在一个没有适当感染控制程序的医疗机构工作过吗?  是  否  不知道

例如, 你曾直接护理过患有....... 的病人 (患病中) 吗?  是  否  不知道

 是  否  不知道

 是  否  不知道

 是  否  不知道

 是  否  不知道

 是  否  不知道

第四部分: 分诊和应对

完成基于评估结果将采取的措施的表格

交通干预 (勾选一个选项) 医学评估和干预 (勾选所有符合的选项) 

 被允许登机  被运送到医院/医疗机构

 被拒绝登机  被转回家, 观察症状

 被提供健康信息

 其他, 请注明



72 

附件 7. WHO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对建立公共卫生评估访谈间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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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在过去的十年中, 各国为了根据《国际卫生条例  2005》 (IHR) 的要求, 发展入境口岸 (PoE) 的
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核心能力耗费了巨大资源, 也付诸了巨大努力. 本材料旨在制定指南, 支持
成员国发展并保持公共卫生评估和根据IHR建立访谈室的核心能力, 即(a)在 PoE 建立合适的访
谈室; (b) 根据IHR的附件 1B, 在日常或在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 时, 建立、
装配和布置该室. 

随着近日两起突发卫生事件的发生——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MERS-CoV) 和埃博拉病毒
病 (EVD) —— WHO 东地中海区在 2014 年进行了区域内评估, 目的之一在于明确并采取措施
提高受到限制和有待发展的IHR核心能力. 执行评估任务的过程中, 发现并明确了两大不足: a) 在
入境口岸设立合适的访谈室; b) 根据IHR的附件 1B, 在日常或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 时, 建立、装配和布置该室.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和应对未来疾病暴发, WHO 东地中海区
制定了下列指南. 

本指南草案曾在4场系列研讨会中展示过, 研讨会旨在加强入境口岸预备和应对埃博拉病毒病的
能力, 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至 5 月 3 日分别在 WHO 东地中海地区的四个国家举行. 该地区各国
的公共卫生专家, 国际民航组织 (ICAO) 专家和区域代表前往参会. 研讨会期间和会后收到了来
自公共卫生领域和航空领域的诸多反馈, 这些反馈也都在本指南中有所反映. 

WHO 在 2014 年进行了评估, 目的之一在于明确并采取措施提高受到限制和有待发展的IHR核
心能力. WHO 东地中海区域办公室制定本文件, 以弥补执行该评估任务中发现的不足. 本指南的
内容曾在4场系列研讨会中展示过, 研讨会旨在加强入境口岸预备和应对埃博拉病毒病的能力, 
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至 5 月 3 日分别在 WHO 东地中海地区的四个国家举行. 研讨会期间的对
话内容和收到的反馈也都在本指南中有所反映. 

本指南已认识到, 公共卫生评估和入境口岸访谈的计划、运营、和维护都颇具挑战, 东地中海区
以外的国家也可从本指南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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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语

EVD  埃博拉病毒病
IHR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MERS-CoV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NFP  《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
PHEIC  国际紧急公共卫生事件
PoE  入境口岸
SARS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SOP  标准操作程序
WHO  世界卫生组织

术语表

"隔离”是指将病人或受染者或受染的行李、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邮包与其他人员和物
体分开, 以防止感染或污染扩散; 
"医学检查”是指经授权的卫生人员或主管当局直接监督下的人员对个人的初步评估, 以确定其
健康状况和对他人的潜在公共卫生风险, 可包括检查健康证书以及根据个案情况需要而进行的
体格检查; 
"入境口岸”指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邮包入境或出境的国际关口, 
以及为入境或出境的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邮包提供服务的单位和
区域. 
"国际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是指根据本条例规定所确定的不同寻常的事件: 
i. 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 以及
ii. 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 
"检疫”是指限制无症状的受染嫌疑人的活动和 (或) 将无症状的受染嫌疑人及有受染嫌疑的行
李、集装箱、交通工具或物品与其他人或物体分开, 以防止感染或污染发生播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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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访谈/评估室与医疗诊所的区别

本指导说明是依照IHR要求的 PoE 公共卫生访谈室说明书. 本说明并非医疗诊所说明
书, 医疗诊所可为 PoE, 旅游业员工或公众提供丰富多样的医疗服务和/或职业医疗卫
生服务. 一些 PoE 的医疗诊所可支持公共卫生服务; 其他 PoE 的医疗诊所则可以是完
全独立运作的私人医疗机构. 若医疗诊所参与公共卫生应急 (受 PoE 主管当局的直接
监督), 包括卫生部和IHR国家归口单位 (NFP) 在内的通信协议必须到位. 

1. 背景

通过入境口岸的旅行者可能为病人, 可能为疑似感染病人, 可能为严重传染病或其他源自公共卫
生事件的高风险人群. 入境口岸的主管当局需要足够的空间评估旅行患者或疑似患者, 以降低其
他旅行者、公众和入境口岸 (PoE) 工作人员的潜在感染风险. 此公共卫生访谈室并不旨在满足
诊断和/或治疗旅行患者, 长期检疫接触者或隔离患者的需求. 

1.1 指定 PoE 公共卫生访谈和评估室的核心能力需求, 摘录自 IHR (2005)  

每个指定的 PoE 都应随时具备以下能力 (IHR 附件 1B1) 

这些能力包括: 
a)  能提供 (i) 地点适宜的医疗服务机构 (包括诊断设施), (ii) 足够的医务人员、设备和场所, 

以使患病的旅行者得到迅速的诊治; 
b)   能调动设备和人员, 以便将患病的旅行者运送至适当的医疗设施; 

对于应对可能引发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HR 附件 1B2) 
具备以下能力: 

c)  提供与其他旅行者分开的适当场地, 以便对嫌疑受染或受染的人员进行访视; 
d)  对嫌疑旅行者进行评估, 必要时进行检疫, 检疫设施最好远离入境口岸; 
e)  调动专用设备和穿戴合适个人防护装备的受过培训的人员, 以便运送可能携带感染或污

染的旅行者. 
旅行者的治疗: 第 32 条

f )  向接受检疫、隔离、医学检查或其他公共卫生措施的旅行者提供或安排足够的食物和饮
水、适当的住处和衣物, 保护行李和其他财物, 给予适当的医疗, 如可能, 以其理解的语言
提供必要交流方式和其他适当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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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公共卫生访谈/评估室 

需提前 (事件发生前) 确立室, 即在建设或翻修 PoE 期间, 或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时
确立. 该室的规划应与各部门合作完成, 包括 PoE 运营部门, 海关和移民, 安全部门和其他 PoE 
利益相关方或相关部委 (如民航, 运输). 

规划时, 需要考虑少量或大量游客接受访谈/评估的情况.  

 在正常情况下, 本文件中所述的指定公共卫生访谈/评估室是充足的.  
  当大量游客需要进行筛检、访谈/评估时, 规划时需要考虑为游客建立临时室完成筛查表格, 
等待接受访谈.  

o  对于离开/进入 PoE 的游客, 可通过航空公司/船舶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建立健康检查台
搭建这一临时室.  

o  对于在 PoE 正在离开运输工具的游客, 可通过指定的到达大厅, 或者通过使用屏幕, 可
移动的墙壁, 窗帘或类似设备建立一个临时独立的区域将这些游客与其他到达旅客分
隔开来. 

2.1 永久性设施 

理想的情况下, 应在 PoE 内设立永久性设施用于公共卫生访谈/评估, 并:  
a) 对设施使用者可及;  
b) 设立在有利于与主管部门 (如卫生, 移民, 安全服务) 之间进行通信和协作的位置; 
c)  医护人员/游客急救人员能安全地使用, 将游客转移到医疗机构 (注: 这些到达时患病、需

要立即就医的旅客, 可在到达大厅进行急救评估, 并直接转移到医疗机构) ; 
d) 最好有两扇门——其一为入口, 其二为包括医疗运输在内的出口; 
e) 包括可通过轮椅/担架的门 (即自掩门) ; 
f )  包括临近公共卫生访谈室的坐位, 以便旅行者或家属/旅伴在此等待; 
g) 若可行, 应位于外墙, 以利于自然采光和通风. 

2.2  客流量增加的事件中的临时安排

单一事件期间——当承载一名或数名患者游客或疑似患者游客的受染交通工具到达时, 或有事
实或证据表明该交通工具上存在公共健康风险, 包括感染源和污染源, 可在原有的访谈室以外开
始进行公共卫生访谈.  

a)  在大门处等待交通工具到达, 在可能的情况下, 在得到交通工具运行者允许后, 登录并进
行分诊, 将需要紧急医疗救援的游客转移至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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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在交通工具上或离开交通工具时与患者可能有接触的游客分发乘客定位表或调查问
卷. 

c)  使用到达大厅或指定区域将明显患病的旅客和确定要接受公共卫生访谈者, 与其他不必
要接受访谈或进一步评估的游客分隔开来. 

d) 使用隐私屏障或队列线与潜在接触者进行访谈. 
e) 陪伴患病游客或疑似患病游客到公共卫生访谈/评估室. 
f)  在可行的情况下, 在边境管制筛查时将疑似受染的交通工具上的游客同其他到达游客分隔

开来: 确保边境管制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了解情况. 

2.3 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对时间延长和有大量预进行筛
检的旅客的情况 (如当前的 EVD 情形) 进行预报. 

  在可行的情况下, 与终端机构进行协作, 在原有公共卫生访谈室附近暂时性确立和占用一定空
间. 
  根据 WHO 建议或国内指南, 核实 WHO 技术建议关于出口和入口筛检的操作注意事项. 

3. 公共卫生访谈室的关键建筑和施工规范 

3.1 基本属性 

要考虑该访谈室也可作为PoE的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办公室. 访谈室大小将取决于国家建
筑规范和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要求. 访谈室应能容纳一张办公桌和一把办公椅子, 桌上设
有电话/传真/电脑/打印机; 检查台; 为工作人员和游客准备的若干把椅子; 安全可锁定的
健康文件存储箱; 纸制品存储架; 评估设备 (温度计, 注射器等) 存放架. 

a) 墙壁, 地板和天花板应维护良好, 光滑并可清洗. 
b)  照明需达到国际或国内标准, 顶部照明和工作照明充足. 自然采光 (窗户) 有利于医

学检查 (如确定皮疹, 瘀斑的性质等). 
c)  洗手池应配备冷热饮用自来水 (独立于厕所用水) ; 可供使用的皂液器, 纸巾分配

器, 带盖垃圾桶以及手部消毒剂. 
d)  应配备有独立的洗手设施, 厕所应连接至污水处理系统; 洗手盆应配有冷热饮用自

来水; 可供使用的皂液器, 纸巾分配器, 带盖垃圾桶.  
e)  访谈区和独立洗手间的通风应该可控制并达到国际或国内标准, 以减少空气传播

疾病传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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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家具 (桌, 椅, 普通垃圾筐, 检查台) 应保持统一类型, 易于清洁和消毒. 
g) 可进行利器和医疗废弃物处理. 
h) 有网络连接. 
i) 有健康教育资料.  

3.2 其他相关设施

j)   要求配备个人防护装备 (PPE) 储藏室, PPE包括推荐的口罩, 手套, 手术服等 (见
5.3). PPE 可储存在公共卫生访谈室或附近便于获取的储藏室.  

k)  要求常规供应清洁和消毒品, 并在附近有所储备. 特殊消毒剂需对特定病原体有效, 
取决于突发事件的病原体.  

3.3 短期检疫室或隔离室

检疫室

PoE 可就地提供短期检疫室. 然而, 长期检疫室的搭建则较为复杂, 应考虑安全, 住宿, 食
物配送和卫生供给等: 指定的房屋可更好地满足这一类检疫室的需要 (如客房/酒店, 医
院, 私人住宅). IHR建议长期检疫室应远离 PoE. 
隔离室

入境口岸可在患病游客等待被转移至医疗机构时, 提供短期隔离. 隔离室基本要求包括与
其他游客, 访谈室或办公室隔离开来, 自然通风 (与外界相通的窗户) 或机械通风良好. 
WHO 关于管理突发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SARS)4 住院病人的建议对管理短期隔离是有用
的指导. 以下为管理SARS的指导意见. 疑似 SARS 病例应被隔离, 并按下列递减优先级顺序
安排住宿: 

o 房间负压, 房门关闭
o 单间, 配备独立洗浴设施
o  依次排列在有独立送风排风系统和洗浴设施的区域. 

若无可行的独立空气供给系统, 建议关闭空调, 开窗通风. 请在开窗时确保窗户远离公共
场所. 

4 - http://www.who.int/ihr/lyon/surveillance/infectioncontr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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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员工注意事项 

4.1 整体注意事项

入境口岸公共卫生访谈室的工作人员配备情况将取决于包括下列因素在内的若干因素. 
 公共卫生人员的职责:  

o  除了公共卫生访谈, 公共卫生室可成为环境卫生人员, 流行病学家, 港口卫生官
员/专家或公共卫生/医疗人员的全职或临时办公室. 设施及其他设备的种类和
数量将取决于入境口岸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职责和教育背景 (如: 当工作人员正
在进行快速检查时, 他们需要相应的设备).  

 PoE 运营的复杂程度和客流量: 
o  机场是交通枢纽, 客流量巨大, 需要更大的空间和更多样的员工满足旅客需求. 

有多个航站楼的大型机场需要在主管当局的协调下建立一个以上公共卫生访谈
室. 

o  仅用于游船的港口只需要有限的公共卫生访谈室, 因为患病游客或疑似患病游
客在到岸前, 可能已在船上接受了医疗诊所的评估或诊断. 港口卫生工作人员与
游船公司协商后, 可能已在船上对这些游客进行了访谈. 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 
以避免不必要的行程延误, 但由于可降低其他游客、工作人员或公众的感染风
险, 常常推荐进行此操作. 

o  仅用于货船的港口需要较小的公共卫生访谈室, 因为货船上工作人员较少. 

 PoE 的地理位置: 
o  陆路口岸或与医疗机构有一定距离的空中/海上入境口岸需要额外的空间, 用于

在安排转移前容纳患病游客或疑似患病游客. 

4.2 指定入境口岸的建议最低人员配备要求

在入境口岸工作时间内, 最少需要一名就地待命的港口卫生工作人员. 这些工作人员应已
接受公共卫生培训. 若患病游客需要进行医疗评估、诊断、实验室检查或隔离, 他们将被
转移至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随访治疗. 
大型设施可容纳医疗专业工作人员 (护士或医生), 他们能够进行非侵入性的医学检查 (根
据IHR定义) 或提供疫苗接种. 这一等级的人员配备需要额外的空间和设备. 
情况复杂或客流量大的入境口岸可以设立隔离室或为临床标本诊断设立实验室设施. IHR
中指出, 包括诊断设施在内的适当服务, 应便于患病旅客的及时评估和照顾, 无具体位置
要求. 若入境口岸可提供这些空间, 应作如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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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隔离室应达到所有相关要求 (请见参考书目) 
o  实验室设施的建立、配备和运营须遵循国际或国内指南, 包括外部认证或评估. 

5. 装配和布置公共卫生访谈室的注意事项

5.1 清洁和消毒 

公共卫生设施始终需要进行常规清洁和消毒. 入境口岸管理者和第三方承包商可提供这
一服务. 港口主管当局和服务提供者之间应就清洁和消毒的频率进行书面说明安排.  

5.1.1 常规清洁和消毒

  服务包括厕所及洗手设施的清洁和消毒; 地板和污秽的墙壁或天花板的清洁和消毒; 患
病或感染游客使用过的家具的清洁和消毒; 定期清除一般固体废物并进行适当的处理
和处置.  
  清洁剂和消毒剂应获得在国内使用的授权. 服务提供者应接受过清洁剂和消毒剂安全
有效使用的培训. 
  不同游客入住时的床单或毛巾必须进行更换. 在可能的情况下, 最好使用一次性物品. 
如果床单已被使用, 必须用机器清洗, 按照医院感染控制标准程序进行处理, 储存在干
净的柜子里. 
  所有经体液污染的生物危害物和废物必须进行处理, 并根据缔约国医院废物管理准则
通过适当的卫生服务进行处置. 
 每个公共卫生访谈/评估室必须有清洁记录. 

5.1.2 强化清洁和消毒 

当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 或确诊一定数量严重传染病患病或感染游
客时, 应按照卫生部或其他机构的建议增加卫生服务应. 港口主管当局 (S), 入境口岸管理
者和服务提供者应该就强化清洁和消毒的书面说明达成一致. 

  可以推荐使用具体的能有效抵抗感染或污染的化学消毒剂. 服务供应者可能需要另外
培训这些产品的准备, 处理和使用. 
 任何受污染的物品必须得以妥善处理, 以降低传播风险.  

o  一次性用品 (毛巾, 手套, 纸巾) 应根据缔约国的医院废物管理指南使用双层包
装, 并送往焚烧炉或类似的终端处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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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可洗涤和处理/消毒 (长袍或床单) 的可重复使用的物品, 必须按照医院感染控制
标准, 根据污染/感染因子的类型 (若已知), 在被标记后送往洗涤和处理设施处. 

5.2 访谈和相关设备

  所有访谈/评估中使用的设备均为一次性设备, 或可承受国际或国内标准的消毒或灭菌. 
注: WHO 近日建议使用“智能注射器”以防止疾病传播, 尤其是在医务工作者中的传
播5. 
  在可能的情况下, 应使用非接触式温度测量装置, 污染时必须丢弃或按照制造商的说明
进行消毒.  
 应为所有设备的常规消毒建立书面 SOP. 
  任何过期的设备或耗材必须按“先入/先出”的贮存周转方式进行存储, 每年或两年检
查一次.  

5.3 个人防护装备

公共卫生访谈室应配备或能够获得全套PPE装备, 这在开展患病游客或疑似患病游客的筛查和访
谈时可能是必须的. 所有工作人员需经过PPE的使用和处理培训. 下列 PPE 为 EVD 筛查指南文件
中推荐的装备6: 

o 一次性手套
o 长袖防渗服
o 面具
o 护眼设备 (面罩或护目镜) 
o 带鞋套能遮住脚趾的鞋或长筒橡胶靴 (可选) 

依照入境口岸工作职责的不同, 工作人员也需要呼吸器或其他适当的设备进行环境评估. 请注意, 
许多呼吸器 (如 N95) 的使用都需要进行初始适配测试和常规适配测试.  

5.4 运行协议

港口的主管当局和入境口岸管理者应签署书面协议, 明确各自在维护公共卫生访谈/评估室方面
的责任. 该文件应包括实体设施的常规检查和按要求进行维修或翻新. 入境口岸管理者和港口卫
生部门应确保上述所有检查和维护活动均有文件记录证明. 应为所有相关程序 (即清洁和消毒) 
建立具体的 SOP. 

5 -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releases/2015/injection-safety/en/
6 - WHO。机场、港口和陆路口岸的出境筛检：埃博拉病毒病临时指南。日内瓦：WHO；2014 (http://apps.who.int/iris/
bitstream/10665/139691/1/WHO_EVD_Guidance_PoE_14.2_eng.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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