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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母缩略词/Abbreviations and acronyms

ARDS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I 急性呼吸道感染（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BSL 生物安全等级（biosafety level）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PAI 高致病性禽流感（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ILI 流感样疾病（influenza-like illness）

IHR 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PC 感染预防及控制（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RS-CoV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OIE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PPE 个人防护用品（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RT-PCR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SARI 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SARS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TIPRA 流感大流行风险评估工具（tool for influenza pandemic risk assessment）

WHO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C 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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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病性禽流感（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HPAI）A（H5N1）和严
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等疾病
的暴发增加了人们对新型呼吸道病原体全球易感性的认识 (1, 2)。 造成
这类疾病暴发的病原体在多个国家迅速蔓延，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
失。公共卫生系统持续面临着人类感染非季节性流感病毒（如：A (H7N9)

、A (H5N6)与A (H3N2)v）与其他新出现的病原体（如：中东呼吸综合症冠
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MERS-CoV） (3)。随
着动物与人类不断地相互作用，更多的新病原体将跨物种传播而感染人
类 (4, 5)。

降低非季节性流感或其他新发呼吸道疾病病原体所致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的关键在于开展及时调查。及时调查有助于识别病例，查明病因、传染
源和最可能的传播方式，同时确定风险人群和个体感染可能的暴露 (6)。
然后将这些发现用于评估非季节性流感或其他新发呼吸道疾病所带来
的风险，并用于制定、实施阻止疾病传播的干预措施。人与动物相互作用
的调查需要人类公共卫生与动物卫生部门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在整个调
查和响应过程中，风险评估对于指导预防控制措施至关重要。 

1.1  指南适用范围和目标用户
 

本指南为各级公共卫生机构和调查人员提供了关于计划、实施非季节性
流感和其他新发呼吸道疾病调查的方法。在非季节性流感和其他新发呼
吸系统疾病发生时，其病因并不总是已知的；因此，本指南侧重于急性呼
吸道疾病发生时应采取的重要且广泛适用的调查步骤。同样，可能不会
马上掌握关于疾病传染源、暴露和传播模式的信息；因此，本指南为不同
传染源、暴露和传播模式提供了调查指导。由于近期许多非季节性流感
和其他新发呼吸道病原体是人畜共患型，因此，本指南强调了在动物与
人类相互作用的方面开展调查。

非季节性流感和其他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调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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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反映并纳入了在非季节性流感、SARS和MERS-CoV暴发调查中，国
际、国家和地方调查人员所获得的现场实践经验。且本指南并非是为应
对某一事件而制定的综合措施纲要，应与其他指南（如：临床管理、感染
预防控制（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IPC）与动物疾病控制）、实验
研究或调查过程中可获得的有关疾病的新信息联合使用。本指南及其工
具可作为国家和地方机构根据其具体需求，自行制定调查程序的基础。 

在整个指南中，如下图标表示一般调查建议和风险评估相关的提醒：

提示和注意事项 数据和调查结果
可用于风险评估
以及有进行风险
评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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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明确地将调查过程、调查结果与风险评估联系起来。在与呼吸道
疾病病原体相关的急性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评估可表明病原体进一步
传播（人传人、动物传人或污染物传人类）的可能性以及该传播将造成的
影响。

在收集新信息时，应重复开展风险评估。风险评估人员将开展以下工作：

1. 确定风险评估的范围（如：通过风险问题的回答来陈述拟评估风
险的范围）。 

2. 达成风险等级共识（基于暴露或传播、疾病严重性、传播能力和
控制措施）。

3. 确定风险评估的局限性或更多可能改变风险等级的信息。

4. 根据评估时所用数据的质量及其宽度，确定所评估风险的置信度
（或不确定性）。

风险评估结果将用于指导响应工作，以及进一步的数据收集和监测需
求。由于风险等级可能会随着获取信息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因而风险评
估仅反映了当前现状，所以应重复开展风险评估，直到事件得到解决，以
防止其再次发生。有关开展风险评估的详细指导参见 (7)。

2.1  触发调查 

调查的触发点是一个“信号”或一系列需要调查的事件或病例。触发点可
能来自基于指标 (8) 或基于事件的监测系统 (9)。对于非季节性流感和其
他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要求触发标准灵敏，并涵盖各种医疗卫生、职业
和社区环境 (10, 11)。 

非季节性流感和其他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 调查指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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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点（示例）包括： 
• 与近期接触动物有关的人类呼吸道疾病；

• 家庭、工作场所或社交网络中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2 （SARI）
或肺炎聚集性病例1；

• 护理呼吸道疾病患者的医务人员发生SARI病例；

• 有旅行史（前往受新发急性呼吸道感染影响的国家或地区）的
SARI或肺炎病例；

• 处理新型流感和其他新发呼吸道病原体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或研
究人员发生SARI病例；

• 呼吸道疾病住院或死亡人数超过预期；

• 实验室检测到人感染非季节性流感病毒或新型呼吸道病原体；

• 在常规监测活动中，观察到无法解释的呼吸道疾病发生趋势或
临床结局的突然变化；

• 无法由已知或预期的疾病趋势来解释的呼吸道疾病用药销量异
常升高。

触发点暗示的特定病因（示例），包括：
• 受禽流感或其他动物流感暴发影响的国家，家禽或畜牧业工作

者、或其他职业暴露者（如：兽医或活畜市场工作者）发生不明原
因的SARI、肺炎或死亡；

• 有动物流感或MERS-CoV流行地区旅行史的人发生不明原因的
SARI或肺炎；

• 近期有新发呼吸道疾病院内传播的医院，其住院患者中出现呼
吸道疾病新发病例。

1 聚集性病例”指在14天期限内，两个及以上出现症状且与某个特定环境相关联（如处于同一教室、工作场所、家庭、医院、
住宅区、军营、露营地等地方）的人。 

2 SARI是指在过去10 天内发病、需要住院治疗的急性呼吸道感染，同时伴有发热或测量体温≥38C⁰、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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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触发点将确认事件是否为真实发生或误报，以及是否需要开展现场
调查。与当地相关的卫生机构、医院、受影响的家庭或社区领导进行事件
核实时，须收集以下信息 (9):

• 病例症状和体征（验证诊断并考虑鉴别诊断）；

• 具有相似症状的病例数；

• 任何实验室发现；

• 首发与最新确诊病例的症状出现时间；

• 病例年龄和性别；

• 病例所在社区和行政区划位置；

• 病例间的地理、个人和时间关系，例如：居住地、 
家庭环境、工作或学校地点、所在区域、参加共同 
事件或发生在有医务人员发病的特定医疗机构中。

• 病例管理的细节；

• 临床结局，如死亡等；

• 受影响的医务人员。

如果验证程序和风险评估认定事件真实发生， 
且疾病表现与法定报告疾病一致，或无法用 
预期的疾病解释，则必须进行现场调查。

使用收集信息提出初步的风险
评估问题“事件的公共卫生风
险是什么?”

考虑“事件是否严重?”，“事件
异常吗?”，“预期会进一步传播
吗?”和“是否存在旅行或贸易
限制的风险?”等问题。如果对
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回答
是“是”或“不知道”，则开始现
场调查。 

记录开始或不进行现场调查的
理由。
基于可用信息的宽度和质量，
记录团队对风险描述的置信
度。

如果根据《国际卫生条例 
(2005）》(12)中规定的标准，某
事件可能成为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请上报世
界卫生组织。有关更多详细信
息，请参见第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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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查目标

在开展调查时，清晰地确定调查目标至关重要。其目标可能是：

• 确定引起事件的病原体；

• 确定病原体传播的地理区域；

• 确定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包括最可能的传播方式、潜伏期和传
染周期；

• 识别其他病例，并检测疾病人间或动物与人间的传播链；

• 确定疾病传播效率，并确定疾病传播力是否已发生改变；

• 根据病例临床特征（如：症状、表现、疾病严重程度和死亡比例
等）评估病例管理选项；

• 通过对病例快速识别、隔离、治疗和临床管理以及对接触者的随
访，减少后续传播、发病和死亡；

• 通过识别潜在的人、动物或环境暴露源与感染的危险因素，实施
适当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来防止未来病例的发生；

• 根据测序研究、抗菌素耐药性、传播和严重程度评估等微生物学
发现来描述病原体；

• 促进临床医生、公共卫生调查人员和其他部门（如动物、野生动
物或环境机构以及政府官员）之间及时交换信息，以便调查期间
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推动关键与知情决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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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调查都会开展多项活动。各项调查的完成顺序取决于当地的实际情
况，并且通常同时开展多项调查。无论调查活动的顺序如何，调查活动与
调查结果都应纳入风险评估，以便充分了解关于控制措施的决策和进一
步收集数据的需求。 

3.1  调查准备

 3.1.1  组建多学科调查团队

该团队可能包括现场流行病学、临床管理、实验室标本采集、感染
控制和风险沟通方面的专家。如果怀疑发生人畜共患病，则可能
需要动物卫生专家。其他团队成员可能包括后勤人员、实验室专
家、数据库专家、统计人员、建模人员、人类学家和环境卫生专家。
调查团队初始的规模和组成可能会有所不同，部分取决于预期调
查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初步风险评估结果可用于确定所需的专
家。团队领导的指定、职务与责任归属对调查的成功至关重要。团
队职权范围、预期技能组合和职责示例参见 (13)。应召开团队成
员会议，并在必要时让其了解自身职位、任务和责任，以及所需的
个人防护和个人防护设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
使用知识。团队成员应在医学上适合部署，包括疫苗接种更新。

 

 3.1.2  向有关机构通报 

应向有关机构（例如：受影响地区的政府机构、卫生局、医院和兽
医卫生局）通报调查情况。团队应提醒并联系实验室和临床医生
准备处理收集的动物、人类和环境标本，并告知将要调查的地方
社区。应通过地方领导、社区长者、传统或宗教领袖或妇女团体等
通知社区，请求他们合作。

非季节性流感和其他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 调查指南3
调查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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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收集信息和物资

在部署前，团队应收集初步的背景信息，并准备必要的材料和物
资。调查工具包样例内容见附录1。如果有需要且受感染地区物资
有限，应准备保护团队成员的物资 (例如，PPE、抗病毒药物、急救
包、蚊帐、消毒剂和抗疟药物)。团队应考虑是否存在任何安全或
安保问题，并要求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或简要说明情况。

3.2  首发病例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一个早期的步骤是实验室对首发病例进行确诊。
然而，收集、运送和检测标本往往需要几天或更长时间，因而从确
诊后的病例处收集标本是不可行的。通常情况下，在病例确诊前，
就应开始收集这些病例的流行病学、实验室和临床数据。 

 3.2.1  病例数据

收集到的首发病例人群、地点和时间分布信息将有助于调查团队
确定病例定义，以便识别其他病例与加强监测。临床和流行病学
信息也有助于了解病因、感染源、传播方式和风险人群-所有信息
均可迅速用于管理病例的预防措施和预防传播。

通用个案调查表实例见附录2。表格中的问题或分段应根据事件
背景和调查目标进行调整。如果怀疑某一特定病原体为疾病的致
病因素，或须解决具体的问题和假设（如MERS-CoV），则应使用其
他呼吸道疾病指南或病例表(14)。在个案调查表中收集的数据包
括：

• 重要的基本信息 ——人口学与个人暴露史信息以描述风险人
群特征。重要基本信息包括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信息，以便追
踪收集更多的信息或对调查结果进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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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信息 ——关于疾病病程和临床结局的信息，可用于描述
疾病谱并核实其是否符合病例定义。此类信息包括就医行为，
用于确定病例的潜在接触者和暴露者，并确定院内传播的可
能性。

• 暴露信息和旅游史 ——用于识别传染源与可能的传播方式。
此类信息包括病人的职业暴露、动物接触和食物暴露情况。

• 实验室信息 ——用于确定病因和病程。

对于首发病例，应尽快收集标本。还应从动物、环境或任何疑似传
染源的食物中采集标本。详情见 3.7节。

 

 3.2.2  信息来源 

应从各种渠道收集关于首发病例的数据，包括从病人本身、家属、
相关医务人员、邻居、社区领导、同事或其他疑似感染源处收集数
据。特别是调查病例家庭与病例患病期间的就医医院，以尽可能
多地获得第一手资料。 

 家庭数据
 家庭层面：

• 确认病例过去 2 周的家庭构成与规模，以及病例间或病例与
其家庭接触者间的家谱关系；

• 检查房屋及其周围环境，寻找动物或野生动物相关的证据，并
注意动物是否进入家中饮用水与食物储存区，以及个体是否
暴露于动物粪便污染的地面；

• 绘制一张房屋及其周围环境的地图，标记该房屋相对于邻居
或其他亲属、后院动物圈养地点和商业化农场、市场和附近动
物栖息的水源位置；

• 记录受影响家庭食物和水源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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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预防措施包括手卫生和相关的PPE使用等，这取决于是否直接接触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包括呼吸道分泌
物)和破损皮肤的风险。标准预防措施还包括预防针刺或锐器损伤；生物安全废物管理的清洁和消毒，并在适用情况下
对病人护理设备和床单进行消毒；以及环境清洁和消毒。应鼓励任何有呼吸道症状的人使用口罩。

3

 这些信息将有助于发现潜在的传染源、传播模式和风险人群。 

 医疗机构
病例患病期间就医的医疗机构：
• 调查其他潜在病例，应特别注意医务人员；包括审查病案资料、入

院和实验室记录，以发现患有类似呼吸道疾病的病例；
• 调查其他潜在病例，应特别注意医务人员；包括审查病案资料、入

院和实验室记录，以发现患有类似呼吸道疾病的病例；
 � 记录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活动与监测趋势，应包括： 

 � 流感疫苗接种率和人群年龄结构； 通过病例长时间 
  (如可行，调查1年)的就医记录——调查“基线”周度或月度流 
  感样疾病（influenza- like illness，ILI）、SARI 或因肺炎住院和就 
  诊患者的发生率，附录3为监测系统汇总报告和呼吸道疾病活 
  动报告示例； 

• 记录用于病例分类和管理的程序，包括所采用的感染控制和病例
管理方法；

• 记录病例就诊或入院时的流向和所在区域，以及在该时间内可能
接触的病人、工作人员和探视者；

• 检查抗病毒药物等药物的使用情况；退烧药和抗生素等辅助治疗
方法；标本采集、冷链储存和运输包装的物资。 

此类信息将有助于识别病例，评估疾病进一步传播的可能性，包括院内传播，
为早期的感染控制和医疗管理提供指导；并通过提供技术支持或物资，帮助
医疗机构为接收更多新的病例做好准备。

3.3  调查人员自我保护

应始终采用标准IPC程序和标准预防措施3，并根据疾病传播风险使用PPE以
保护调查人员健康 (15)。在疑似人际传播的情况下，当接触有症状的病例时，
应根据最可能的传播方式使用适当的PPE。 其他感染预防措施可取决于调查
地点、文化因素、访谈对象及其周边人员的健康状况，以及所开展的调查类型

（例如：标本采集、访谈或医疗机构检查）。但应始终强调基本的社交距离、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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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呼吸道卫生。某些社区由于不会使用PPE，对PPE了解较少，调查人
员可选择在室外而不是在封闭的室内环境与被访者面对面访谈，并避免
与被访者进行密切接触。密切接触包括触摸、与其交谈或提供护理时距
离<1米。 

所有参与调查的人员（包括后勤人员或司机等）都应准备有足够数量的
PPE、手卫生用品和呼吸道卫生用品，如一次性纸巾。在病例调查和临床
管理期间，应进一步指导其在医疗卫生和其他环境中使用PPE (15-17) 。并
可打印、分发由WHO设计的手卫生海报和传单至医疗卫生机构或其他有
可能有污染或感染风险的地点 (18)。

3.4  建立病例定义

通过明确规定谁应被视为病例、谁不应被视为病例，建立病例定义，从而
使调查标准化。病例定义系统地、无偏地适用于所有接受调查的人。制定
病例定义应使用从病人初次访谈和家庭随访中获得的信息，以及有关病
原体及其流行病学特征的信息。在调查初期阶段，病例定义应足够灵敏
以便发现绝大多数病例。随着调查的开展和更多信息的获取，则可能需
要完善病例定义以提高其灵敏性和特异性。

通常情况下，病例定义分为三类：留观病例、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这使
得能够采用临床、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特征来区分不同病例。对留观病例
的定义通常以临床症状和体征为依据。疑似病例的定义通常是指除临床
症状和体征外，还有初步实验室检测、胸部X光检查结果或该病例与确
诊、疑似病例存在流行病学联系。确诊病例的定义是指实验室证实感染
的病例。

首发病例的
调查数据可
应用于风险
评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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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禽流感 A(H5N1)、A(H7N9)与MERS-CoV，WHO建议的病例定义主要用
于国际标准化的病例报告 (19-21)。这些定义可以根据当地的调查目标加
以修改，从而纳入时间、地点、疾病特征、暴露或与其他与事件有关的特
征。 

在病例定义中需要考虑时间、地点和人群特征，如下：

• 时间  ——为了回顾性追溯病例，应在发病日期最早的病例中，
确定症状出现前至少2周的时间作为时限。为了前瞻性寻找病
例，当潜伏期已知，则时限应至少包含2倍潜伏期；当潜伏期未
知，则时限应包含最后一个病例死亡或恢复后2-4周。一旦确
定了潜伏期和感染期，就可对病例定义中的时限进行修改。 

• 地点 ——指发生病例的社区，且应包括可能与首发病例存在
共同感染来源的其他个体所在的区域。如果暴露情况未知，则
应将病例最近可能去过的区域包括在内，一般包括市场、礼拜
场所、农场和医疗卫生机构。

• 人群 – 指病例特征，包括：病例的主要症状。如果病人特征不
明显，也可考虑更广泛的症状和特征，例如： 

 � SARI 病例出现发烧与咳嗽，需要住院，且该病例发病不能完全
由另一种病原体解释；

 � SARI病例的临床病程非常严重，对另一种疑似病原体的治疗
没有效果；

 � SARI病例近期暴露于动物；
 � 免疫功能低下的病人，其急性疾病不能完全由另一种病原体

感染而解释；
 � 治疗SARI病例的医务人员出现呼吸道疾病。 

• 暴露 ——对于已明确定义危险因素的病原体或可能发生点源
感染的事件，其病例定义可能包括相关事件、环境、动物、行为
或人群的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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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识别其他病例

为识别其他病例、了解疾病事件规模，需要付出更多地努力。可能在病例
接触者及其所在社区中能够发现其他病例。调查活动包括识别和监测已
确诊病例的接触情况，并在接触者中积极搜索具有相似暴露或疾病的其
他病例。

3.5.1  识别并监测接触者

监测接触者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新的疑似病例，记录潜在的人际间
传播，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降低发病风险、阻止疾病进
一步传播。应识别病例接触者，并监测其最后一次暴露于病例后
出现相应症状的天数。对于正在调查的事件，有必要对接触者进
行定义，即确定监测的天数，制定监测、报告和分类程序。下文将
讨论相关内容。一旦最终确定，附录4中提出的程序应用于简化接
触追踪和监测程序。

 谁是接触者？ 
接触者是指在推断的潜伏期内，与符合病例定义的个体接触的人 

(6)。对于传播方式、感染期和潜伏期未知的呼吸道疾病病原体，
可将接触者定义为“在无PPE的病例发病前1天至发病后14天内，
与其在1米范围内接触的人” (10)。如果确定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
的能力有限，则可能有必要追踪留观病例的接触情况。

 接触者监测时长为多久？ 
接触者健康状况的监测天数取决于病原体的潜伏期。接触感
染禽流感A（H5N1）病毒的病例应监测7天，而接触感染禽流感
A（H7N9）病毒或MERS-CoV的病例应监测14天。若潜伏期和感染
期未知，则对接触者监测14天，直到确定有关流行病学特征的信
息，并修订接触者监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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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监测接触者？ 
接触者监测可以通过家庭随访或网络、电话访问来检查症状，同
时要求接触者自我报告是否出现相应症状。影响监测选择的因素
包括通讯的可行性、每天进行现场调查的人力和后勤资源的保
证、接触者识别和自我报告疾病的可能性、有症状接触者不配合
卫生机构监测导致失访的可能性。

 接触需要进行化学预防吗？
化学预防（若可用）的使用取决于疾病背景。根据禽流感 A(H5N1)

病毒感染暴发的指南，是否使用化学预防应基于暴露风险评估 

(22)。 

 有症状的接触者如何管理？ 
任何在指定监测时间内的接触者都应接受实验室检测、隔离和所
需的临床管理。隔离可能是在医疗机构或在家中等待检测结果，
但这取决于疾病严重程度、医院病床数的灵活性与可用性。任何
新发病例的接触者都应被识别和监测。 

 如果出现无症状出传播该怎么办？ 
如果疑似无症状传播，如MERS-CoV暴发，应考虑监测无症状接触
者，如家庭、医护人员或其他院内的住院病人接触者。从MERS-CoV

指南中可见相关信息 (23)。建议无症状病例自我隔离，直到重复标
本检测呈阴性，或直到病例被认为不可能感染其他人。 

应用该事件的初
步风险评估来指
导、确定接触者追
踪范围。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
（2005）》(12)中确定的标
准，如果某一事件可能成
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
紧急情况，请上报世界卫
生组织。有关更多细节，
请参见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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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主动发现病例

主动发现病例可用于发现病例接触者外的其他病例。这种病例发
现有助于确定社区传播规模，确保所有潜在病人均接受治疗，并
有助于确定传染源和传播模式，并可记录病例特征。 

在疾病流行地区，病例发现和实验室检测应关注以下群体： 

• 与病例可能暴露于同一病原体的有症状个体、暴露于动物或
野生动物的个体，以及出现或死于不明原因的 SARI 病例；

• 不明原因的SARI病例或与其他SARI病例在同一医院内的、符
合病例定义的不明疾病患者；

• 看护留观、疑似或确诊患有急性呼吸道疾病病人的医务人员。

疾病发生的地点、背景以及风险评估将指导主动发现病例的过
程。调查团队为识别病例，应考虑调查社区领导、学校、工作场所、
社区保健人员(包括私人或传统医生)、医院临床医生和实验室研
究人员等。如果事件发生仅限于本地，调查团队应该考虑进行入
户调查，或者让医务人员和社区团体(如：妇女团体)来发现病例
并鼓励主动报告。应鼓励所有受调查的利益攸关方立即报告任何
有与所调查疾病体征、症状和暴露情况相同的患者。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审核已报告病例或已发生病例的医疗机构就
诊记录或临床日志来寻找病例。目的是寻找在过去2-4周内可能
出现相似体征和症状的患者。重点随访调查临床症状与病例定义
症状一致，但已出院的病人。附录5阐述了将医疗机构登记审查程
序作为主动发现病例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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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加强监测

除病例发现和接触者监测外，在病例居住地、动物感染暴发地或存在疑
似感染源的位置开展加强监测有助于改善现有监测系统。其主要目的是
发现可能引起继发性感染的首发病例。加强监测的地理区域范围将取决
于事件背景，特别是疑似暴露的情况。

加强监测的持续时间将取决于调查结果、引发事件的病原体以及该地区
是否可能发生持续传播。例如，针对禽流感A(H5N1)感染的暴发，应在最
后一例人类病例康复或死亡2周内加强监测。针对MERS-CoV，应在最后一
例病例康复或死亡1个月内加强监测。然而，若病毒在受影响地区的动物
中持续传播，由于潜在的人畜共患型传播，则需要延长加强监测的时间。 

加强监测的范围取决于人群就医行为，并应考虑就医范围（如：基于医疗
机构和基于社区的主动和被动就医）。在医院中，临床医生应考虑对不明
原因的SARI病例或与目前正在调查疾病症状、体征相似的患者开展医学
检查。应重点检测发病前2周内，具有受人或动物疫情影响地区旅游史或
暴露史的病例，或曾经接触过已确诊SARI病例的患者。 

有必要在其他医疗机构（如：私立医院、实验室和传统医生）开展加强监
测。同时，如果需要，应加强职业暴露风险较大的人群（如：医护工作者和
存在活/死亡动物暴露的人）的监测。为开展加强监测，可在现有监测系
统的基础上增加以下措施，如：电话咨询热线、谣言追踪与核实、广播或
其他应急网络等（视需要而定）。此外，可通过增加报告频率（如：从每周
增加到每天）提高加强监测的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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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风险评估以辅
助判断加强监测的
需求和规模。例如，
询问以下风险问题：

• 进一步暴露于病
原体对公众健康
风险的影响? 

• 在目前已知的受
事件影响的地区
之外传播的公共
卫生风险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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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监测工作的成功将取决于对卫生技术人员、当地公共卫生调查人员
和志愿者的培训，以及关注潜在病例的社区宣传教育。特别是应鼓励尽
早开展疾病自我报告与公共卫生机构咨询（例如：增加发热门诊），以便
能够及时和恰当地提供医学检测和临床管理。应在受影响社区开展宣传
教育、实施预防和干预措施，以降低从人和动物处获得感染风险。

3.7  标本采集

应优先完成病例及其有症状接触者标本的快速采集和检测，并应由实
验室专家指导。调查人员应熟悉拟采集标本的类型、数量、最佳采集时
间、正确的采集技术（包括对不同类型的采集标本使用正确的PPE），以及
标本储存、包装和运输的安全标准 (24, 25)。应根据已有的感染控制准则 

(16)采集正在调查病例的标本。 

表1为SARI病例应采集样本及其储存和运输要求。标本采集的优先顺序
取决于病原体。例如，MERS-CoV检测应优先采集下呼吸道标本 (11)；流感
病毒检测应优先采集上、下呼吸道和血清标本 ；流感病毒检测应优先采
集上、下呼吸道和血清标本 (19, 25)。当疾病病因不明时，在可行的情况下
收集各种标本，尽可能地增加检出机会。 

标本应贴上唯一标识符，可与病例人口学和流行病学数据相联系，并能
用于区分同一病例的多个标本。

此外，参考相关的国家生物安全条例，确认实验室具有处理和检测标本
的能力。如果实验室能力或生物安全设施不足以开展检测潜在危险病原
体特征的实验时，则应将标本运往具有相应生物安全设施的国家或国际
实验室。基于实验室的各种技术可用于检测各种病毒、细菌或霉菌病原
体或毒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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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出现的病原体，部分和全基因组测序可提供关于暴露来源和病原
体起源的信息。应查阅相关实验室操作手册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特定病
原体诊断程序的指南。 

图1推荐了一种流感是疑似致病因子的实验室检测流程图。对于根据临
床与流行病学危险因素诊断为非季节性流感病毒的感染病例，其临床标
本处理应至少在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biosafety level 2，BSL-2）和三级生
物安全实验室 （biosafety level 3，BSL-3）中进行。所有活病毒标本的操作
必须在二级(或更高)生物安全柜内进行。流感实验室诊断手册提供了更
多相关信息 (26)，同时应就规范的实验操作过程和生物安全需要咨询世
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WHO collaborating centre，WHO CC）(27)。世界卫生
组织合作中心详细地制定了关于流感病毒（尤其是非季节性流感病毒）
抗原性与基因特性的描述，该描述对全球流感大流行风险评估至关重
要。所有不能鉴别亚型的甲型流感病毒阳性标本应立即送交WHO CC作
进一步分析 (27)。如果怀疑其他病原体 (MERS-CoV (28) 或SARS  (28) ，实验
室检测流程图仍然适用 (29)。



表1 – 呼吸道疾病病原检测标本类型及处理意见

EDTA，乙二胺四乙酸抗凝血剂；NA，无；VTM，病毒采样管；

a 感染性物质一般属于第6.2类，可作为A类或B类运输。A类是指在接触时可能对人类或动物造成永久残疾、危及生命的疾病或致命疾病的传染物质。B
类是指不会对人类或动物造成永久残疾、危及生命的疾病或致命疾病的传染物质。运输时应与实验室、运输单位和快递员联系，了解所需的适当分类和
包装说明。详情见世卫组织关于传染性物质运输条例的指南 (24)。  

痰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气管吸出物

气管吸出物

洗鼻液

鼻或喉拭子

鼻咽拭子

活检或尸检的组织，
包括肺组织

血清

全血

尿

NA

NA

NA

NA

NA

病毒采样管

病毒采样管

病毒采样管
或盐水

NA

EDTA tube

NA

4 °C 

4 °C 

4 °C 

4 °C 

4 °C

4 °C

4 °C

4 °C 

4 °C

4 °C 

4 °C

≤48 小時: 4 °C
>48 小時: –70 °C 

≤48 小時: 4 °C
>48 小時: –70 °C

≤48 小時: 4 °C
>48 小時: –70 °C

≤48 小時: 4 °C
>48 小時: –70 °C

≤48 小時: 4 °C
>48 小時: –70 °C

≤5 天: 4 °C
>5 天: -70 °C

≤5 天: 4 °C
>5 天: –70 °C

≤24 小時: 4 °C
>24 小時: –70 °C

≤5 天: 4 °C
>5 天: –70 °C

≤5 天: 4 °C
>5 天: –70 °C

≤5 天: 4 °C
>5 天: –70 °C

确保标本从下呼吸道采集

不易检出病原体，但仍是有价
值的标本

采集配对标本
• 急性期–发病 1周内

• 恢复期–2至 4周后

用于抗原检测
（发病1周内）

运送至实验室前
的储存方法

检测前储存
条件

建议转运培养基标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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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实验室检测流感病毒为疑似病因的流程图

病人标本

RT-PCR鉴定
A型和B型流感病毒

A型流感
病毒阳性

H1或H3
阳性

阴性或无法分型:
• 阴性或无法

分型
• 阴性或无法

分型

如果可行:
• 病毒分离
• 株系鉴定

H5或H7
阳性

阴性或无法
分型

RT-PCR进一步分亚型
H1、H3、H5、H7

如果可行:
在更高级的生物
安全级别实验室
进行亚型鉴定或
病毒分离

转运标本或病毒至WHO CC作进一步分型a 分装运输至参考实验室
作进一步鉴定

考虑诊断为其他
病原体。

根据检测结果，判断是
否需要更高级生物安

全级别的实验室。

B型流感
病毒阳性

流感病毒
阴性

CC, collaborating centre (WHO); RT-PCR,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如果实验室不具备开展实验
室的能力或其生物安全设施
不足以开展检测未知呼吸道
病原体的实验，应将样本运往
WHO CC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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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流感监测和响应系统（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GISRS）中与世界卫生
组织合作中心共享季节性流感病毒的指南 (30),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流感监测和响应系统（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GISRS）中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共享季节性流感病毒的指南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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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开展动物卫生和环境调查

评估动物在人暴露和感染来源中的作用，需要人类公共卫生与动物卫生领域
的调查人员开展合作。调查动物疫病发生或病原体在动物体内循环的现场调
查可包括：

• 调查病例家中或家庭环境情况；

• 调查农场或活动物交易市场；

• 调查生产生吃或者未经高温消毒食品的局部地区；

• 调查野生动物栖息地，如：洞穴、水洼等。

应收集有关动物发病、死亡以及动物圈养、喂养和接触的信息。调查人员
应协调其活动，以便将人类标本和动物标本联系起来并进行比较。应就与
动物疫病监测、预防和控制有关的技术问题征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和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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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季节性流感和其他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 调查指南4
 数据分析

4.1  数据管理

调查产生了关于病例、密切接触者和被调查个体的大量数
据。为方便分析，调查人员应制定行列表, 并制定保存记录和
数据验证的程序。 

该行列表整理了不同类别病例、密切接触者和被调查个体调
查表、临床记录和实验室检测结果的数据。行列表应作为数
据描述性分析的起点。为确保高质量的行列表数据，应建立
电子记录——保存系统；该系统应易于访问、稳定、且条理清
晰。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工作、降低数据丢失风险与数
据输入错误。 

为维持高质量的非季节性流感与其他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
信息管理数据库，应考虑以下因素：每日记录；交叉核对同一
信息其他来源所收集的信息；数据常规清理，包括每个变量
取值范围和逻辑的检查。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内置自动数据
检查。

4.2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计划将取决于调查目的。基本步骤包括按时间、地区和人群分
析数据，以描述非季节性流感和其他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随时间、地理
分布和人群变化的趋势。该分析结果可用于识别或推断疾病风险人群；
提出关于病因、传染源和传播模式的假设；并提供对潜在干预或预防措
施的深入了解。这些数据还可以作为风险评估的基础，数据可用性或数
据缺乏将影响对所评估风险的置信度。 

设置记录系统程序时，请
询问以下问题： 

• 记录保存地点？ 

• 记录保存方式？ 

• 记录保存负责人员？ 

• 记录备份方式？ 

• 记录保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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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d. Epidemic curve of human infection with H7N9 viru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China), 
Macao SAR (China) and Taiwan, China] by day, September 2016–December 2016

图2 – 2016年9月至2016年12月中国（不含中国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人感染禽流感
H7N9病毒发病流行曲线（以天为单位） (32)

4.2.1  时间

应构建以病例数为y轴、以发病日期或时间为 x 轴的流行曲线。图2为流行曲
线示例。该曲线可提供关于非季节性流感与其他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发生
规模及各种流行病学特征的信息，以及干预措施对疫情控制影响，包括：

• 传播和暴露的模式 —— 曲线整体形状可揭露是同源（点源、持续性或间
断性同源）传播、连续传播（人传人、经虫媒或经载体传播）、混合型传播（
同源与连续传播的结合）或其他类型传播（指某些在宿主或储主物种内
感染，经节肢动物媒介传播，且人与储主或人与节肢动物媒介发生交互
而导致病例发生的人畜共患病或虫媒传播疾病）；如果已知疾病潜伏期，
则可最优地评估传播模式；

• 事件的时间趋势 —— 指疾病流行开始、达到高峰或呈减弱趋势；该趋势
可显示预期将出现的新病例数；

• 疾病潜伏期 —— 暴露时间范围已知，但疾病病因与特征未知的情况下；

• 暴露类型 —— 流行曲线的整体形状可为人际间传播的可能性提供线索；

• 离群值 —— 不符合流行曲线的病例发生时间和发生数，可为其他暴露或
疾病聚集性提供线索；

• 实施干预措施的影响 —— 用于评估公共卫生或其他国家机构实施干预
措施以来，病例数及其流行特征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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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地点

病例应按其地理位置绘制地图；例如，按照村庄、家庭或医疗机构
位置划分。根据疾病地理分布情况，可绘制局部、区域或国家尺度
的地图。图3为中国人感染禽流感H7N9病毒的病例分布图。对数
据的可视化理解能提供重要的病因线索，识别疾病聚集性，并提
供疾病传播的地理范围信息：

• 标点地图 ——应用标点地图以评估疾病可能的传播模式。例
如:若医院一个病房中出现聚集性病例，则表明发生了同源传
播或人际间持续传播；若病例分散在同一医院的多个病房中，
则疾病可能通过广泛分布的载体（可传播疾病的移动病例或
与特定病房无关的感染来源（如：院内空气流通模式））传播。

• 区域地图 ——应用区域地图可考虑相应地理位置上的潜在人
群，可用于直接比较不同地点、区域与国家的发病率。 

图3 – 2016年9月至2016年12月中国（不含中国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人感染禽流感
H7N9病毒病例地理分布图 (32)

26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Counties with H7N9 cases after 1 Sep 2016

Provinces with H7N9 cases after 1 Sep 2016

Newly emerged counties with H7N9 cases after 1 Sep 2016

Figure 1c.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man infection with H7N9 viru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China), Macao SAR (China) and Taiwan, China], September 2016–December 2016

Disclaimer: The boundari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the expression of any opinion whatsoever on the part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any country, territory, city or area or of its authorities, or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its 
frontiers or boundaries. White lines on maps represent approximate border lines for which there may not yet be full agreement.

2016年9月1日后新出现H7N9病例的区县
2016年9月1日后出现H7N9病例的区县
2016年9月1日后出现H7N9病例的省份

免责声明：本地图显示的边界线或名称并不代表世界卫生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合法地位，或关于边界或
边界线的规定有任何意见。地图上的虚线表示可能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的大致边界线。

世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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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人群

为了解临床疾病谱与疾病动力学，须分析：

• 病例的流行病学与临床参数；

• 分年龄、性别、职业与接触史的侵袭率；

• 对于疾病严重程度的临床参数，包括肺炎病例的比例、肺炎病例中入
院、重症监护与死亡的比例。 

表2为疾病人口学、暴露、临床特征信息的汇总表（示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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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数 
 男 111(59.7)
 女 75 (40.3)

年龄(岁)，中位数 (IRQ) 55.(42.3)
 ≥65岁，例数 (%) 55 (29.6)

病例分类，例数 (%)
 医务工作者 25 (13.4)
 患者 82 (44.1)
 护工 61 (32.8)
 其他* 18 (9.7)

症状表现，例数  (%)
 发热/畏寒 138 (74.2)
 咳嗽 33 (17.7)
 呼吸困难 10 (5.4)
 肌肉酸痛 47 (25.3)
 头痛 16 (8.6)
 胃肠道症状 † 24 (12.9)
 咳痰 14 (7.5)
 咽痛 8 (4.3)

合并症，例数  (%)
 伴随基础疾病 ‡ 102 (54.8)
 呼吸系统疾病 § 23 (12.4)
 糖尿病 52 (28.0)
 心脏病¶ 42 (22.6)
 慢性肾病 9 (4.8) 
 恶性肿瘤 43 (23.1)

已知接触场所，例数 (%) ¤

 医疗机构 178 (98.0)
 家庭 1 (.0.5)
 救护车 3 (1.5)

发生症状距实验室确诊间隔天数，中位数 (IQR) 5 (3-9)

发生症状距死亡间隔天数，中位数 (IQR) 15 (10-20)

临床结局（截至2015年7月13日），例数 (%)
 康复 131 (70.4)
 入院治疗 19 (10.4)
 死亡 36 (19.4)

特征                                                                病例数

* 包括探视者、医院安保人员等；†包括以下任何一种或多种: 恶心、呕吐、腹泻、胃部不适，食欲不
振；‡呼吸道疾病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哮喘、糖尿病、心脏病、慢性肾病和
恶性肿瘤；§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哮喘；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排除首发病
例与3例无明确已知接触场所的病例。IQR =四分位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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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构建个体病例时间线显示病例暴露、发病与临床结局的时间，随后可与其他病例的时间线做
比较。图4为某个体病例的时间线实例。

图4 – 某疾病事件二代病例暴露、发病至临床结局的时间线

1 11 136 8 9 1028 29 30 3127262524232221 272625242321202 3 4 5 7 12 14 15 16 17 18 19 22

十月 十一月

病例2
男，23岁
病例1与病例3的兄弟
卧室1

同屋居住

医院探视病例1

病例1返家生病

发病 入院 死亡 葬礼

重症监护室

家中暴露于
病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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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个体病例发病的时间线构建传播图，从而可视化描述传播动态与扩散模式。图5为MERS-CoV传播图
（示例）。该传播图强调了1例首发病例引起26例二代病例的院内传播，随后形成了新的传播链，即病例
所在医院与病例重新安置后的医疗机构。

图5 – 韩国182例MERS-CoV感染确诊病例传播图（示例）（截至2015年7月） (33, 34)

5月20日5月15日      

日期
5月25日 6月1日 6月5日 6月10日 6月15日 6月20日 6月25日 6月30日

医院 A, B

医院 D, E

医院 F

医院 L

医院 O

医院 P

救护车
医院 J, K

救护车

医院  I

医院G 
家庭

医院 M, N

医院 H

医院 C1
16 614

17

76
123

132

15

143

143

2 例病例

2 例病例

2 例病例

1 例病例

1 例病例

1 例病例

1 例病例

10 例病例

6 例病例

25 例病例

89 例病例

4 例病例

36 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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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引起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新出现的病原体，如甲型H5N1禽流感病毒、SARS 病
毒或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须确定病原体是否提高了引起人类发病与人际间传
播的能力。实验动物中病原体和传播实验的分子学特征可表明其传播力与适应力的
变化。

对传播模式的流行病学评估也可以提示传播力的变化。图6显示了甲型H5N1禽流感病
毒暴发实例。即一个人感染禽流感H5N1病例导致病毒在人际间连续传播。对于异常病
例或超级传播者应充分分析相关数据，以识别增加感染力或传播模式的可能因素。 

图6 – 2007年巴基斯坦人感染禽流感H5N1聚集性病例传染路径 (3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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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H

H

H

症状发生

人暴露不导致病毒传播

出院康复

患者死亡

人暴露导致病毒传播

确诊病例 处理病死禽

无标本

阴性监测结果

检测结果未知

入院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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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际间传播能力潜在增高的人畜共患疾病, 需要考虑的关键流
行病学问题包括：

• 尽管对动物群体采取了适当的控制措施, 但病例或疑似病例
的数量是否显著性增加?

• 在特定区域内聚集性病例发生频率、规模、持续时间或分布
是否增加?

• 基于人群暴露与疾病时间线，是否有证据显示聚集性病例存
在两代或两代以上传播链?

• 是否有病例是非家庭成员接触?

• 病例是轻症或重症?

• 是否无动物暴露史?

• 流行病学特征是否变化，如年龄分布或疾病严重程度?

上述任何因素都应引起关注，即病原体可能正在获得必要的传播特
性，即表明病毒在人类中的传播范围可能在扩大，并可能引起大流
行。这些发现可能影响国家和国际事件通知，并可能引起更广泛的
准备措施以控制疾病。 

对于有证据表明存
在人际间传播的非
季节性流感事件,请
考虑通过以下方式
进行大流行风险评
估：

• 病毒人际间持续
传播的风险是什
么? 

考虑与世卫组织联
系,使用流感大流行
风险评估工具对该
病毒进行全球风险
评估。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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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类疾病的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特征的许多问题只有通过对病
例开展详细调查才能得到回答。表3总结了一些公共卫生问题, 这些
问题可能需要在非季节性流感或其他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事件调查
中进行补充研究。调查结果应为响应措施决策或修订长期策略提供
指导。关于流感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特异性调查方案可在事件背景
下迅速被采用 (8, 11)。

非季节性流感和其他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调查指南5
进一步补充研究

当有新的信息或分
析可用时，请考虑重
新评估事件的公共
卫生风险。

调查结果可以用于
进一步指导控制措
施决策与额外的数
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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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调查中能够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潜在研究

问题                                      调查        公共卫生决策
发生人际间传播的难
易程度? 

何种暴露会导致感染? 

疾病的临床表现和病
程如何?

病原体的来源? 

病原体是新出现的吗? 

首次出现时间? 

• 结合血清学和微生物学检测，
调查暴露的医务工作者 

• 结合血清学检测，开展家庭、社
会接触暴露的接触者追踪 

• 实验室研究评估哺乳动物适应
性或人类感染力 

• 对病例或其代表开展访谈
• 对受事件影响的社区接触者或

职业暴露人群开展病例对照研
究

• 收集病例的临床和实验室数据 

• 动物、食品和环境样本的微生
物学和血清学检测 

• 特定风险人群血清流行病学调
查 

• 留存动物标本检验 

• 回顾最近的监测数据、住院记
录和相关临床综合征的重要统
计数据 

• 从研究、监测或卫生机构档案
中留存的临床标本开展回顾性
检测 

• 基因特性描述和系统进化分析

• 预防与控制传播需要隔离和
检疫 

• 采取措施预防与减少暴露 

• 建立病例定义 

• 改善临床管理 

• 在动物与人相互作用的层
面，实施生物安全措施；改进
动物管理的交易方式 

• 动物种群的控制

• 控制的可行性、重点调查区
域的确定，以及响应工作的
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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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患者管理

事件发生过程中，病例的临床评估、分诊和管理过程应标准化。例如，图
7显示了在非季节性流感中潜在病例的管理程序 (37)。该程序有利于患
者的早期发现、IPC措施的实施、实验室诊断标本的采集、早期支持性治
疗和监测，以及重症疾病的管理。一般来说，这种方法既适用于儿童与成
人，又适用于其他呼吸道疾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方法可替代具体的
临床管理方案，且该方法不能满足孕妇或免疫缺陷个体等有特殊需要的
患者。在咨询专家后，该程序应根据具体事件和当地情况加以调整。 

该程序应允许医务工作者开展患者评估、分诊和管理，同时应向医务工
作者及时更新关于事件、患者临床表现和事件病例定义的信息。其他指
南也应该分发给医务工作者，以更新他们在呼吸道疾病管理方面的知
识， (38)是关于呼吸窘迫和休克患者管理的紧急指南。为确保医疗卫生工
作者能够向患者提供适当的护理，需要对他们进行现场培训。 

若事件是由临床信息有限的、新出现的病原体引起，研究者应考虑使用
由国际严重急性呼吸系统和新发感染联盟 (International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and Emerging Infection Consortium, ISARIC) 开发的临床特征
数据工具 (38)。这些数据工具有助于收集新发SARIs的详细数据，并使用
清晰的定义和标准化的终点。

非季节性流感和其他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调查指南6
实施响应和控制措施

考虑进行风险评估，
以解决以下问题：

• 参与病人护理的
医务工作者发生
感染的公共卫生
风险是什么?

这可用于指导有关其
他培训需求、IPC措施
以及调整患者分流、
分诊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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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发热 
与 

医务工作者或其他护理不明原因
肺炎病例的

人员b

或 
此事件接触者c 

病因不明、病程进展快的
肺炎b

与 
SARI或肺炎聚集性病例b 

或 
ILI聚集且与肺炎病例或 

急性发热 
与 

咳嗽或按病例定义的症状 
与 

按病例定义的暴露和
时间范围 a,b 

在实施标准预防的基础上,采取飞
沫隔离和接触隔离： 

进行首次检查和检测 
（病史+临床检查+呼吸道/临床样

本检测）d,e

• 适当治疗；
• 若临床恶化，建议患

者报告

• 抗病毒治疗方案；
• 发热时自愿在家隔离，如发生肺炎

或呼吸困难则住院；
• 如果临床恶化，建议患者报告 

• 如果是季节性流感，完成抗病
毒方案或酌情治疗；

• 如果临床恶化，建议患者报告

轻症疾病 
• 如果是流感，采取抗病  

毒治疗；
• 寻找其他病因，并酌情治疗

出院
建议患者及其家庭成员注意个

人卫生；
家居感染控制直至发病后

21天

中-重症疾病
• 采集痰标本、气管抽吸物、血液标本等用于

诊断d

• 如果是流感，使用抗病毒治疗；
• 如果是社区获得性肺炎，则使用经验性治疗；
• 寻找其他病因，并酌情治疗 ；
• 使用空气预防措施，以防发生气溶胶引起的

社区获得性肺炎；

继续病人管理
• 合适的加强护理以预防ARDS 
• 重复采样，进行微生物检测和诊断d

在实施标准预防的基础上,采取飞沫隔离和接触隔离、入院治疗；e 追踪和监测接触者c

在实施标准预防的基础上,采取飞沫
隔离和接触隔离：

进行首次检查和检测 
（病史+临床检查+呼吸道/临床样

本检测）d,e

流感

非季节性流感
病毒阳性

肺炎或呼吸
困难

临床恶化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图7 – 非季节性流感事件中潜在病例的临床管理程序
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ILI，流感样症状；SARI，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

a 暴露的类型和发病前的暴露时间范围具
有病原特异性。可参考A(H5N1)病毒 A(H7N9)
病毒和MERS-CoV感染病例定义的暴露和时
间范围（见第3.4节)。
b 对于那些在非事件影响地区出现的病例，
应考虑其疫区旅游史，或在发病前的暴露
时间范围内与疫区返回的旅行者的接触
史，以及与动物或污染环境的相关接触(见
3.5节)。
c 对于任何与确诊、疑似或留观病例(取决
于公共卫生资源)接触的人，都应在最后一
次接触后，根据确定的监测时限 (见3.5.1节)
主动进行病情监测。
 d 在多个时间采集多个标本可提高诊断
率。收集临床标本时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
施 (见3.7节)。
e综合考虑胸片、全血细胞计数(CBC，白细胞
分类计数)、血氧饱和度、血生化和凝集等
结果。在诊断测试结果出来之前，根据现有
的资源，对轻症病例采取自愿在家隔离的
同时进行相关的经验治疗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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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预防进一步传播

应根据可疑的病因、传染源和最可能的传播方式选择公共卫生干预措
施，以防止疾病进一步传播。如表4所示，可考虑多种干预措施，这些措施
可直接针对传染源或有感染风险的个体。但并非所有的干预措施都必须
实施，其决策应以最新的证据和风险评估结果为基础。 

表4 – 预防疾病传播和扩散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39)

针对 易感者 的干预:

• 如有需要，实施预防；

• 如有疫苗，应注射疫苗；

• 使用隔离护理技术；

• 防止群众集会，限制人员流动；

• 在关键时刻(如：处理食物前、如厕后
及接触分泌物后)改善手卫生;

• 应就地避难 (即反向隔离);

• 追踪和监测接触者；

• 通过媒体或健康警报、通告传播预防
策略。

针对 传染源 的干预:

• 促进呼吸道卫生； 

• 以相关的特异性方法或支持性疗法
治疗病例；

• 将病因诊断相同的患者置于指定区
域或病房 (队列)，将疑似诊断患者置
于单独区域或病房；

• 隔离暴露者或受污染的场所和物品;

• 确认动物传染源后，由动物卫生机构
采取相应控制措施；

• 防止群众集会，并限制人员流动；

• 确认食品传染源后，由食品安全部门
采取相关控制措施；

• 对受污染的表面或环境清洁和消毒；

• 改变行为 (如：戴口罩)或避免身体接
触(如：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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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呼吸道疾病事件的传染源和传播方式未知时，应尝试采取预防措施阻
止传播。可能需要采取社会隔离措施，例如，学校停课、避免可疑的食物
传染源或宰杀动物。以上措施需要有关机构的多个部门协调，较难执行
和监管，也可能花费较高但收效甚微。因此，在实施这些干预之前，必须
仔细评估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应根据越来越多的证据定期审查和修改
干预措施。 

6.3  感染预防与控制

正如在SARS和MERS-CoV病毒暴发期间所观察到的，卫生机构可以成为
疾病传播的疫源地，无论是在单个机构内还是在多个机构间。由于医务
工作者风险较大，因此，应向医务工作者提供个人防护用品并要求严格
使用。应谨慎管理病人的移动和转移，以防止疾病扩散，并应密切监测在
不同病房或机构中的医务工作者。有关事件的更新应经常与受疫情影响
区域的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共享，并建立明确的分诊和转诊系统。机构管
理者应有一个用于定期报告和信息交换的事件管理联络点。 

附录6对病人日常护理期间 (不包括产生气溶胶的操作) 所需的IPC等级。
更多详细的呼吸道感染IPC指南见参考文献 (16)。为预防院内感染，在以
下场合须执行标准防护措施 (包括严格感染控制)：

• 提供护理与隔离病例时;
• 采集、运输和检测疑似病人的实验室标本时；
• 对病例进行治疗、主动发现病例、监控接触者与加强监测时。

6.4  风险沟通

应向公众通报事件，并开展关于预防和应对疾病的社区教育活动。风险
沟通的目的是使目标人群根据推荐的个人和社区防护措施作出选择。 

在调查过程中，与公众和媒体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至关重要。当专家、管
理者和公众间的沟通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时，风险沟通将会是成功
的。信息和建议提供者的可信度及其表达关心、同情的方式，以及其对公
众能力的理解、认同程度，都是影响风险沟通有效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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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员应该深入了解利益攸关者的认知、关注点和信仰，以及他们的
知识和行为。同时，注重管理谣言、错误信息和其他沟通困难。将收集到
的信息形成本地化的、恰当的沟通讯息，用于特定的风险因素和行为，以
及如何降低这些因素和行为的风险。根据事件背景，应使用多种方式（
如：从书面到社交媒体）与公众、利益相关者和社区参与者沟通。应鼓励
尽早开展自我报告疾病，并向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咨询，以便能够提供及
时检测、适当的临床护理和治疗。

6.5  监视事件和响应 

在事件得到控制之前，注重保持主动监测、常规数据分析、定期风险评估
以及与临床医生、公共卫生团队、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频繁沟通和
反馈。同时还必须向利益攸关方提供最新的病例和临床数据、事件规模、
实验室发现和有效的预防措施，特别是对尚未建立证据基础的新发疾
病。若在该疾病推断的两倍潜伏期内，风险人群中的主动监测未发现新
病例，则可认为已控制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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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季节性流感和其他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调查指南7
报告与通报

7.1  报告调查结果

调查期间，应向有关部门和利益攸关方提供日常情况报告。利益攸关方
可能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也可能包括公众或媒体。即使在分析完成
之前，也应定期报告某些信息（例如，干预措施及其实施时间），以便为风
险评估和决策提供信息。

调查结束后，应进行风险评估，以评估事件复发的公共卫生风险 (7)。根据
风险评估和现场调查结果撰写报告，详细描述事件特点；任何与病因、传
染源、可能的传播模式和受影响人群有关的结论。本报告应立即分发给
相关团队、医疗卫生机构和实验室、其他机构与利益攸关方等。附录7为
样例调查报告大纲。 

事件报告是一份行动文件，对已采取和建议的控制和预防措施做概述。
该报告还可以提供有关该病新发现的细节，例如，新发现的传播机制、宿
主或成功的干预措施。因此，公布调查结果或广泛共享报告将有利于其
他行政区域或国家采取各自的防范措施。 

应将正在进行的监测与特别的研究结果通报世界卫生组织。鼓励国家机
构与世卫组织分享更多信息，如发病日期、年龄和性别、临床结局、疾病
临床特征、基础性疾病、暴露信息、旅行史和治疗情况。这些资料将用于
全球风险评估，制订或修订技术指南以改进今后的响应工作。

7.2  通报 

如发现可能引起人类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的非季节性流感、MERS-CoV

或其他新出现的病原体，应立即通知地方、省级和国家公共卫生机构。该
通报将使这些部门能够立即开展调查并选取应对措施的等级。这类病例
的发现应作为主动病例发现工作的一部分，并及时向传统和非传统卫生
服务提供者、医院和门诊机构以及病例居住或旅行地区的地区领导人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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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卫生条例 (2005) 》 (12)，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必须在24小时内将
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应通过
相应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的《国际卫生条例》区域联络点发出。应使
用《国际卫生条例》决策文件，来确定是否向世卫组织通报某一事件。对
于MERS-CoV，可使用具体的《国际卫生条例》报告表格 (40)。关于《国际卫
生条例》决策文件使用的更多指南，包括其应用实例，可在参考文献中获
得 (12)。

国家动物卫生机构必须将在其领土上将发现的某些动物疾病通知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并应通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相应的协调联系点更多详细
内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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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用品
 � 病例定义
 � 报告表格 
 � 问卷
 � 办公文具 

医疗用品
 � 抗病毒药物
 � 听诊器
 � 温度计

实验室用品
 � 标本采集材料
 � 运输容器
 � 病毒运送培养基
 � 无菌抽血设备 

（例如：针头、注射器和导管）
 � 标签和永久性标签
 � 标本采集包
 � 冷却器和冰袋 

杂项 
 � 现金
 � 身份识别卡
 � 官方介绍信
 � 工作证
 � 访问电子资源库 
 � 已收集的病例信息 
 � 重要接触者和资源清单
 � 知情同意书（如：用于病例管理和标本采集）

感染控制
 � 呼吸器
 � 手套 
 � 防护服、护目镜和靴子 
 � 桶和去污溶液 

电子设备
 � 笔记本、平板电脑、USB存储器
 � 手机及其充电器
 � 流行病学、统计学和杀毒软件
 � GPS设备 

社区教育材料
 � 提供信息简易、本地化的传单和海报
 � 接触者指南
 � 沟通材料

附录 1:  调查工具包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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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  通用呼吸道疾病个案调查表

第1部分: 重要基本信息
A. 数据收集者信息

B. 受访者信息（非患者） 

1 数据收集者姓名

2 数据收集者电话号码

3 数据收集者单位

4 表格完成日期 (dd/mm/yyyy)

5 受访者姓名

6 受访者电话号码

7 受访者住址

8 与患者关系 

9 唯一病例ID / 聚集性ID (如适用)

10 病例状态（确诊、疑似、留观或其他）

11 姓

12 名

13 居住地所在国家

14 性别

15 出生日期 (dd/mm/yyyy)

16 年龄 (年, 月)

17 住址 (省/自治区，区/县，村/镇)

18 患者电话号码

19 症状出现时间 (dd/mm/yyyy)

20 首次就诊日期 (含传统医学)

21 临床结局出现前就诊医院总数 

22 首次入院日期

23 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日期

24 机械通气日期

25 抗病毒治疗 

26 结局

27 结局日期 

C. 患者标识信息

第2部分: 临床信息
D. 患者临床病程

起: __ /__ /____   止: __ /__ /____  □ 空 □ 不知道

起: __ /__ /____   止: __ /__ /____  □ 空 □ 不知道

起: __ /__ /____   止: __ /__ /____  □ 空 □ 不知道

□ 死亡   □ 存活    □ 空 □ 不知道

 __  / __  / ____   

 __  / __  / ____        □ 不知道

 __  / __  / ____    □ 空  □ 不知道

 ____________    □ 空  □ 不知道

 __  / __  / ____    □ 空  □ 不知道

 __  / __  / ____    □ 空  □ 不知道

 __  / __  / ____    □ 不知道  □ 无症状

  ____________      □ 不知道

□ 男        □ 女       □ 不知道

非季节性流感和其他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调查指南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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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  通用呼吸道疾病个案调查表
第2部分: 临床信息 [接上页]
E. 患者症状 (自发病开始) 和并发症

28 发热 (≥38 °C) 或发热史

29 畏寒

30 咳嗽

31 咽痛

32 流鼻涕

33 呕吐

34 腹泻

35 头痛

36 神经系统体征

37 皮疹

38 结膜炎

39 气促

40 肌肉痛

41 胸部X线检查肺炎

42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43 急性肾功能衰竭

44 心力衰竭

45 消耗性凝血病

46 其它症状（如果有，请备注）

47 癌症

48 糖尿病

49 HIV/其他免疫缺陷

50 心脏病

51 哮喘

52 慢性肺病（非哮喘）

53 慢性肝病

54 慢性血液病

55 怀孕

56 慢性肾病

57 慢性神经功能缺损

58 肥胖

59 其它（如果有，请备注）

60 患者在过去12个月内接种过流感疫苗

F. 患者既存健康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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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 不知道

□ 是      □ 否     □ 不知道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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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日期 __  / __  / 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起始日期 __  / __  / 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起始日期 __  / __  / 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起始日期 __  / __  / 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起始日期 __  / __  / 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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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 不知道

□ 是      □ 否     □ 不知道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 是      □ 否     □ 不知道

□ 是      □ 否     □ 不知道

□ 是      □ 否     □ 不知道     如果有，备注孕期: __

□ 是      □ 否     □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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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暴露信息和旅行史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____________  □ 空    □ 不知道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跳到第79问)

H. 患者发病前14天内的人群暴露

G. 患者职业暴露

68 患者门诊就诊（如果是，请备注） 

69 患者接受传统医学治疗（如果是，请备注） 

70 患者住院就诊或治疗 

（如果是，请备注） 

71 患者参加节日或群众聚会（如果是，请备注）

72 患者暴露于类似疾病的人

73 接触类型（根据需要打勾）

74 暴露地点 

75 病人唯一病例ID (如可供使用)

76 与当前患者的关系 
（备注，如：家人、朋友、医务工作者、同事等）

77 血缘关系（如有血缘关系，请备注）

78 病人在当前事件中或被视为确诊或疑似病例  

□ 密切接触（1米以内）
□ 处理过人的体液/排泄物
□ 共处一室     
□ 共处同一病房
□ 共处同一医院（不同病房）
□ 就诊同一医院（包括传统医学）
□ 其它，描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  
□ 医院
□ 工作场所
□ 旅行团
□ 其它               备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录 2:  通用呼吸道疾病个案调查表

61 职业（备注位置/机构名称）

62 医务工作者（如果是，备注类型/机构名称）

63 实验室工作者（如果是，备注类型/机构名称）

64 兽医 
（如果是，备注疾病开始前10天内接触的动物类型） 

65 野生动物工作者 

（如果是，备注疾病开始前10天内接触的动物类型） 

66 活禽市场工作者 

（如果是，备注疾病开始前10天内接触的动物类型） 

67 农场工作者 

(如果是，备注疾病开始前10天内接触的动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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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暴露信息和旅行史 [接上页]

83 患者接触动物 

84 接触动物种类（例如：猪、鸡、鸭或其他）

85 接触性质 (例如：喂食、梳理或屠宰)

86 接触动物的地点

87 在接触前、后两周内, 有动物生病或死亡吗?（如果有,注明种类、

数量及牛群或羊群的比例）

90 暴露场所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88 患者暴露于动物环境，但没有接触（例如：邻居、农场、动物园、家
中、农贸市场或工作场所）

89 该环境中的动物种类（如：猪、鸡、鸭或其他）

□ 家  
□ 邻近
□ 市场
□ 农贸博览会/动物园
□ 农场
□ 其他    备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1 在暴露于动物环境前、后两周内，是否有动物生病或死亡？（如果
有，备注种类、数量及牛群或羊群的比例）

92 患者暴露于动物副产品（如：鸟羽毛）或动物排泄物（如有，请备
注产品）

93 患者访问活禽市场（如有，请备注市场）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I. 患者发病前14天内旅行史 （如果去过多个地点添加表单）

目的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行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达: __ /__ /____  
离开:  __ /__ /____  

目的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行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达: __ /__ /____  
离开:  __ /__ /____  

79 病人旅行离开一级行政区

80 如果是, 注明地点1（国家、地区或城市）

81 如果是, 注明地点2（国家、地区或城市）

82 患者与同伴旅行（如果是，备注）

  附录 2:  通用呼吸道疾病个案调查表

J. 在发病前14天内患者的人群暴露

□ 是     

□ 否     □ 不知道   （跳到第83问）

□ 家  

□ 医院 

□  工作场所

□ 旅行团
□ 其他            备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跳到第88问）

□ 是     

□ 否     □ 不知道   （跳到第92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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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  通用呼吸道疾病个案调查表
第3部分: 暴露信息和旅行史 [接上页]
K. 患者发病前14天内的食物暴露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 是      □ 否     □ 不知道    备注 ____________  

94 患者食用生的或未经高温消毒的动物产品（如有，请备注产品名
称）

95 患者食用生的或未经高温消毒的动物产品时使用医疗或传统疗
法（如有，请备注产品名称）

96  从患者或家庭的角度，可能的传染源以及暴露的地理位置是什
么?

第4部分: 实验室信息
M. 实验室标本和结果

L. 患者感知的暴露

97 从病人身上采集标本（如有需要请标记） □ 鼻拭子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咽拭子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鼻咽拭子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鼻腔冲洗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唾液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鼻咽抽取液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气管吸出物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组织活检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血清（样本1）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血清（样本2）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全血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尿液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其它: _____________            数据收集: __ /__ /____ 

□ 流感 A/B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流感亚型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MERS-CoV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SARS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RSV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人偏肺病毒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副流感 (1,2,3)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腺病毒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鼻病毒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肠道病毒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冠状病毒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衣原体肺炎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98 病原体测试完成（如有需要请标记）



□ 是      □ 否    如果是，请备注接收实验室和 
  运送日期: ____________  

□ 流感 A/B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流感亚型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MERS-CoV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SARS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RSV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人偏肺病毒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副流感 (1,2,3)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腺病毒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鼻病毒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肠道病毒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冠状病毒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衣原体肺炎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98 病原体测试完成（如有需要请标记）[接上页]

  附录 2:  通用呼吸道疾病个案调查表
第4部分: 实验室信息 [接上页]
M. 实验室样本和结果

99 

100 阳性样本 

101 阳性病原体

102 阳性目标（例如，对MERS-CoV）

103 阳性亚型（例如，对流感）

104 滴度（例如流感配对血清）

ID，识别码；MERS-CoV，中东呼吸道综合症冠状病毒；RSV，呼吸道合胞体病毒；SARS，急性呼吸道综合症；NA，不可用。

□ 支原体肺炎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军团菌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链球菌肺炎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使用的检测:  ______________

样本运往国际参考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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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3:  监测系统和呼吸道疾病调查报告实例

现有监测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趋势的信息有助于了解事件背景。通过记录被监测的呼吸道综合征或病原
体、参与机构、病例定义和人群覆盖情况，汇总现有监测系统信息。
此外，现有监测系统的信息将帮助调查人员确定监测其覆盖范围和代表性，以及探测事件相关其他病例的
能力。表A3.1所示为监测系统汇总实例。

表 A3.1.  国家级与受事件影响地区监测急性呼吸道疾病 (示例表)

ILI：流感样疾病；RSV：呼吸道合胞病毒；SARI：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

行政级别与
监测系统类型

急性
呼吸道

疾病监测 病例定义
机构数与

类型
数据起始
时间(年) 覆盖人群

估计 实验室诊断

国家级

• 综合性医院

• 哨点医院

• 肺炎

• ILI

• SARI

放射检查确诊

过去10天内发
热≥38 °C; 伴有
咳嗽；

过去10天内有
发热史或发热 

≥38 °C；
伴有咳嗽；且
需要住院

28家公立
医院

10家公立
门诊

8家公立医院 
（每个地区

1家）

2008

2010

2010

总人口  
(500万)

40万

140万

西尼罗河
病毒

流感 
RSV

流感

受影响的地区

• 综合性医院

• 哨点医院

• 肺炎

• SARI

放射检查确诊

过去10天内发
热史或发热
≥38°C;

伴有咳嗽；且
需要住院

4家公立 医院

1家社区医院

2008

2010

71.5万

18.0万

西尼罗河
病毒

流感

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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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源和数据可获得性，考虑记录每个监测系统的当前性能；特别是对于受事件影响的地
区。包括以下方面：

 � 比较受影响地区与其他地区、全国水平的每周病例识别或登记情况；

 � 哨点报告的及时性；

 � 坚持根据病例定义识别或登记病例； 

 � 由哨点上交的病例表中数据的完整性和质量； 

 � 未报告周数（如果存在）；

 � 从样本收集日期到实验室监测的及时性。

考虑展示汇总表。下面给出了示例表（表格A3.2和A3.3）。这些表格展示了2014年与2015年急性
呼吸道感染(SARI)监测系统的性能，强调了性能随时间改变的特征。这些表格可以根据受影响
地区、其他呼吸道疾病监测系统和时间段进行调整和复制。 

表 A3.2.  年国家级各医院SARI监测的性能指标（示例表）

医院 登记总数(N)
SARI病例检测

数 (%)

SARI病例标本采
集率 (%)  

[目标 = 100%]

未报告周数
[目标= 0]

医院  1 13 515 342 (2.5) 315 (92) 2

医院 2 24 957 442 (1.8) 380 (86) 1

医院 3 14 574 278 (1.9) 206 (74) 3

医院 4 21 542 355 (1.6) 238 (67) 0

医院 5 10 188 237 (2.3) 199 (84) 1

医院 6 14 219 321 (2.3) 308 (96) 2

医院 7 10 744 214 (2) 205 (96) 3

医院 8 12 846 264 (2.1) 222 (84) 1

总计 122 585 2 453 (2) 2 073 (85) –

SARI，急性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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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3.  年国家级各医院SARI监测的性能指标（示例表）

监测数据提供了基本的人群健康状况。这些数据可以帮助调查人员在事件证实过程中，确定该
监测系统是否可用于探测其他病例。监测趋势可以揭示:

 � 事件是否与真正的疾病发生增加相关；

 � 事件是否与新发或新引入的病原体或株系相关；

 � 是否与监测方式改变有关，导致触发信号。 

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阈值，以评估当前疾病活动是在预期范围内或是超过预期（即表明发生了
异常事件）。 

理想情况下，急性呼吸道疾病（如：流感样疾病、肺炎或SARI）周度或月度趋势可用图或表显示。
图和表的示例如下（图A3.1-A3.6与表A3.4），展示了目前国家级流感相关的SARI监测结果，可适
用于受该事件影响的地区、监测系统中的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或任一呼吸道疾病（如ILI、肺炎或
急性下呼吸道疾病）。 

医院 登记总数(N)
SARI病例检测

数 (%)

SARI病例标本采
集率 (%)  

[目标 = 100%]

未报告周数
[目标= 0]

医院 1 16 328 721 (4.4) 667 (93) 1

医院 2 20 025 887 (4.4) 843 (95) 0

医院 3 19 174 671 (3.5) 557 (83) 0

医院 4 20 080 854 (4.3) 658 (77) 0

医院 5 14 154 525 (3.7) 457 (87) 3

医院 6 20 387 987 (4.8) 977 (99) 0

医院 7 18 795 698 (3.7) 670 (96) 1

医院 8 12 457 755 (6.1) 634 (84) 0

总计 141 400 6 098 (4.3) 5 462 (90) –

SARI，急性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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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1.  2014-2015年国家级SARI病例死亡情况（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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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1.  2014-2015年国家级流感相关的SARI发病情况（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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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3.  2014-2015年国家级SARI病例中流感病毒阳性情况（示例图）

Fig. A3.3          Proportion of influenza positive cases from SARI cases, country level, 2014–2015 (example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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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A3.4.  Viruses detected among influenza positive cases, country level, 2014–2015 (example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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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4.  2014-2015年国家级流感阳性病例中的病毒监测情况（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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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6.   2014-2015年国家级各年龄组流感相关死亡情况（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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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5.  2014-2015年国家级流感相关的重症入院情况（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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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4.  2014-2015年国家级SARI和流感阳性病例人口学特征、临床症状、疾病史与临床结局

SARI病例  (N=8 551)
例数  (%)

流感阳性 (N=1 609)  
例数  (%)

性别 

男性 4 788 (56) 836 (52)
女性 3 763 (44) 773 (48)

年龄 

<1 岁 1 847 (22) 169 (10)
1–4 岁 3 279 (39) 690 (43)
5–14 岁 1 263 (15) 249 (16)
15–49 岁 1 081 (13) 174 (11)
50–64 岁 752 (9) 230 (14)
≥65 岁 329 (4) 97 (6)

症状 

发热史 8 476 (98) 1 597 (99)
发热 ≥38 °C 5 643 (66) 1 110 (69)
咳嗽 8 498 (99) 1 607 (100)
咽痛 2 821 (33) 771 (48)
呼吸困难 4 018 (47) 595 (37)
呕吐 3 847 (45) 659 (41)
胸膜炎性胸痛 1 710 (20) 273 (17)
听诊阳性 2 736 (32) 482 (30)
腹泻 1 881 (22) 289 (18)

身体状况 

吸烟 684 (8) 160 (10)
哮喘 680 (8) 182 (11)
心血管疾病 86 (1) 17 (1)
神经障碍 87 (1) 20 (1)

出院状况 

死亡 397 (5) 63 (4)
X射线 2 650 (31) 434 (27)
肺炎X射线 450 (17) 7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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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4:  接触者追踪与监测步骤

调查期间建立和维持接触者监测是一项重要且资源密集的工作。该过程主要步骤如下：

1. 根据病例近期活动、医疗机构就诊与旅行史情况，从患者、家庭成员、医务工作者、工作场
所或其他人中识别病例接触者。制定接触者列表，以显示所有接触者。如表A4.1所示，接
触者列表应记录接触者的人口学信息，最后一次病例接触日期，以及监测结局（健康或发
病）。为调查中的每个病例填写单独的接触者列表。 

2. 从接触者列表中，确定拟监测的接触者，并为其分配一个接触者编码（接触者ID）。若识别
出大量的接触者，或因人力资源有限，则应考虑须优先监测的接触者。在开展优先监测
时，请考虑：

 � 暴露情况下，接触者发生感染的可能性。因而，应优先监测确诊或疑似病例的接触
者；

 � 接触者暴露于病例的持续时间、空间距离和强度。因而，应优先监测医务工作者、同
寝室或同就餐环境的家庭接触者，或提供床旁护理人员；

 � 接触病例导致人际间传播的可能性。

3. 向调查组成员或其他负责监测活动的公共或当地医务工作者分配须监测的所有接触者。
向监测人员提供接触者监测列表，列出他们每天需要随访的所有接触者。如表A4.2所示，
接触者监测列表应列出接触者ID和人口学标识、最后接触病例日期、最后随访日期以及
记录每天随访期间接触者健康状况。 

4. 在对每个接触者进行首次随访期间，请监测人员解释：及早开展良好的临床治疗有助于
改善大多数疾病的预后；应在发病期间与他人保持距离，以降低密切接触者（如：家庭成
员）感染的风险。更新报告联系人选项，如：指定监测人员的电话号码或事件热线号码。向
接触者解释，如果他们出现症状，应开展自我隔离，保持良好的呼吸卫生，并通知指定的
监测人员。如果在监测期间移动或离开该区域，请接触者通知指定的监测人员。

5. 要求所有指定的监测人员每天向事件调查组报告接触者随访的结果。这可以通过当面或
电话报告完成，并应报告有关接触者的人数信息： 

 � 今日随访（无症状）人数；
 � 今日随访（有症状）并采取干预的人数；
 � 今日失访人数；
 � 今日未开展随访的人数及原因;
 � 目前正在进行随访的接触者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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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1.    列出所有已识别的接触者
  附录 4:  接触者追踪与监测步骤

接触者姓
氏

名字 与病例关系 年龄
(岁)

性别 村庄或
社区

区县或
乡镇

接触者
类型*

最后接触
日期

最后随访
日期

接触者ID 第一次
访问日期

监测
结局

接触者列表填写人： 

病例姓名        病例ID (如果已分配) 
病例所在社区/村庄       主管或社区领导 
区县/乡镇        省市/地区 

接触者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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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包括家庭成员、医务工作者、同事、邻居或其他（列出）。



接触者ID 姓氏 名字 年龄 性别
最后与病例
接触日期

接触者最后
监测日期

每日随访结果*

表 A4.2.    每日接触者监测表
  附录 4:  接触者追踪与监测步骤

监测人员姓名：
监测人员联系电话：

接触者监测表

* 随访天数取决于事件，可以延长至任何天数。
如果接触者没有出现疾病症状，请勾写“0”
如果接触者出现症状或已经死亡，请勾写“X”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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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5:  卫生机构登记审查以主动发现病例

在疾病事件期间，医疗机构经常被要求通报任何患有与疾病体征和症状相似的患者。登记审查
的目的在于收集特定时期内被收入医疗机构的病例信息，并主动发现当前事件中可能是病例
的患者。该过程可识别须进一步调查的个体，以确定他们是否为病例。审查还将有助于确保医
疗机构了解该事件，能够积极地将病例定义应用于患者分诊，同时采用各种方法向调查组通报
疑似病例。应采取措施（如：重新雇用或培训医务工作人员等）以最大化地、积极地、系统地发现
病例。机构可能还需要配备远程通信工具，以便简化疑似病例的通报。

该过程的步骤如下:

1. 确定须开展登记审查的卫生机构。根据事件内容和地点，考虑优先要访问的机构。优先 
 顺序可能包括：

 � 超过10张床位的住院机构;
 � 公立住院机构；
 � 受影响地区为人群服务的已知机构；
 � 接受其他医疗机构转诊的大型转诊或教学医院；
 � 胸科医院等疾病专科医院；
 � 为无法获得常规服务的人群提供服务的机构，如难民或边缘化群体。

2. 与医疗机构管理员和临床工作人员会面，提供有关事件的信息并说明审查的目的。 
 强调该审查是为了支持主动发现病例，而不是对医务人员表现的审查。

3. 解释疾病体征和症状。要求机构的临床工作人员确定收治此类临床表现患者的病房。 
 这将确定需要审查的登记目录。特别要澄清：

 � 产科病房（如果有的话）是否用于收治有疾病体征或症状的孕妇，或该病房是否仅用
于产科护理； 

 � 急诊病房（如果有的话）是否用于留观患者（1天或者多天），或仅是分诊机构，病人在
病房内不会被留观超过几个小时；如果患者被留观1天或多天，请将急诊病房包括在
您的登记目录中。

4. 要求查看过去2-4周在步骤3中确定的每个病房的入院病人登记表。回顾性审查的时间 
 范围取决于事件内容、事件开始日期和疾病潜伏期信息。如果此信息未知，请进行为期4 

 周的审查。通常填写登记册的工作人员可能需要协助或回答问题，因为缩写或代码可指 
 示某些情况或患者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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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询问该机构登记册中患者的疾病体征和症状是如何记录的。明确该机构是否会根据疾病
体征或症状记录患者，或使用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
编码对患者编码。记录内容可能包括急性呼吸道疾病、流感样疾病、肺炎、呼吸窘迫、发热
性疾病或其他疾病。核查确定登记册中的编码或临床表现。

6. 系统检查每个病房的登记册，并列出符合编码或临床表现（步骤5）的任何患者，包括死亡
病例。使用表A5.1中提供的模板。如果一个患者因同一疾病返回医院住院治疗，则只列一
次该患者。

7. 询问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在当前事件中是否有患者（已识别并列入审查名单）被调查或报
告为疑似病例。检查患者病历以获得更多关于疾病、时间线和实验室结果信息，以判断是
否与当前事件相符。生成的列表将用于主动发现病例的患者随访。

8. 从病历工作人员处，获取每个流行病学周（流行周）住院病人总数。填写模板以计算下列比
例：

 每周患有该疾病的患者比例  =   #  每个流行周患有该疾病的患者
           每个流行周住院患者总数 

 分年龄组患有该疾病的患者 =   # 分年龄组患有该疾病的患者      
           在全段时间患有该疾病的患者总数 

 分性别患有该疾病的患者 =   # 男性（或女性）患有该疾病的患者 
                             在全段时间患有该疾病的患者总数 

 报告患有该疾病的患者比例    =   # 机构报告的审查列表中的患者  
           识别出患有该疾病的患者总数 

9. 向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反馈登记审查与下一步病例识别中列出的患者。汇总数据将用于步
骤8中比例计算。同时，利用该反馈： 

 � 辅助医务工作者审查疾病病例管理的任何特征；
 � 加强立即报告和病例调查以控制此事件或其他事件；
 � 讨论如何加强记录保存，以便收集信息并用于公共卫生目的。

10. 对发现和列出的患者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为事件中的病例。 

11. 将步骤8到步骤10的结果分享报告给事件管理团队。然后，这些结果可用于指导未来的风
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行动。



a)  访问机构日期:
b)  医疗机构名称：
c)  护士/护工姓名: 
d)  护士/护工联系电话:
e)  调查组工作人员姓名和联系电话: 
f) 医疗机构每周住院病人总数（最多可覆盖1个月的入院人数）

g)  截至上个月：列出登记册中疾病表现记录与病例定义一致的所有住院病人。

表 A5.1.   卫生机构登记审查用于事件期间的主动病例发现

本周周数:  
上周周数： 
两周前的周数：
三周前的周数：    

医疗机构总住院人数流行病学周（如星期一至星期日）

入院日
期

姓名 患者年龄
(岁)

患者性别 
(男/女)

地址和电话 诊断（出院患者优先，随后住院
患者）

患者状态 
(死亡、出院或
住院)

当前事件的
潜在
病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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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6: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常规护理注意事项

传染源

患者常规护理
中预防感染的
等级(不包括产
生气溶胶的操
作)a

未发现病原体，
没有潜在关注的

ARI危险因素  
(如：没有潜在关
注的ARI危险因素
的流感样疾病)

急性细菌性呼
吸道感染，b 包
括鼠疫

其他急性呼吸
道感染病毒  
(如：副流感病毒
RSV、腺病毒)

具有持续人际
传播的流感病
毒  (如季节性
流感，大流行性
流感)

无持续人际传
播的新型流感
病毒  
(如禽流感)c

SARS, MERS-CoV 新型呼吸道感
染 
(传播途径未
知)d  

标准防护 
措施

飞沫传染防护
措施

接触传染防护
措施

空气传染防护
措施

ARI，急性呼吸道感染；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RSV，呼吸道合胞病毒； 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修改自“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 and pandemic-pron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 in health care. 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 2014  (http://www.who.int/iris/handle/10665/112656#sthash.NtwwkcHw.dpuf, 2015年11月19日访问）"。 表2.1

a 关于标准、飞沫、接触和空气传染防护措施的定义，请参阅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uring health care for probable or confirmed cases 
of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infec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http://www.who.int/iris/handle/10665/174652#sthash.uKt5V-
jqx.dpuf, 2015年11月19日访问）"。

b 细菌性ARI是指由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衣原体及肺炎支原体等生物引起的常见细菌性呼吸道感染。
c 截至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上述指南发布，未出现持续有效的禽流感A（H5N1）人际间传播，现有证据并未支持人际间的空气传播。因此，医用口罩对于常规护理是足够的。

d 当识别出新的ARI时，其传播途径通常是未知的。应实施最高可用等级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直到阐明传播情况和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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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7:  样例调查报告大纲##

标题/描述（包括疾病/状况调查）

时间                                                                                          地点
                                                                                 （省市、区县、社区、村）

（省市、区县、社区、村）
背景 
初步风险评估结果和调查原因（如公共卫生意义、达到阈值）

方法：
调查日期 

调查地点（医疗卫生机构、村庄、其他） 
病例发现（指明关于病例发现的工作，如登记审查、接触者调查、提醒其他卫生机构等）

实验室标本采集
响应和干预描述（包括日期）
数据管理
风险评估（频率、参与者和特异性的问题）

结果:
第一个已知（首发）病例日期和地点
医疗卫生系统首次发现病例的日期和卫生机构
其他病例发现结果
实验室分析和结果
通过文字，描述时间、地点和人群分析结果的关键特征
按时间（流行曲线）、地点（地图）和人群特征（表）分析的详细结果
风险描述，以及每项风险评估的置信度和关键决策
响应结果和影响证据

解释、讨论和结论：
关于事件传染源、传播方式、暴露和规模的发现和假设汇总
推荐的公共卫生行动：
按照以下层次进行述评：国家、省市、合作伙伴、区县、医疗机构、社区
防止事件复发的评论

完成报告日期：
# 修改自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非洲区域疾病综合监测和应对技术指南：第二版。日内
瓦：世界卫生组织；2010年 (http://www.afro.who.int/publications/technical-guidelines-integrated-
disease-surveillance-and-response-african-region-0, 2017年11月24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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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Geneva 27 
Switzerland

本指南为各级公共卫生机构和调查人员提供了用于计划和调查非季节性流感和其他
新发呼吸道疾病的方法，并提供应将调查信息与风险评估联系起来的提示和提醒。在
事件发生时，疾病病因并不总是已知；因此，本指南侧重于在调查急性呼吸道疾病事
件时应采取的重要且广泛适用的步骤，特别是那些动物与人类相互作用的事件。反映
并纳入了在非季节性流感、SARS和MERS-CoV暴发调查中，国际、国家和地方调查人员
所获得的现场实践经验。本指南及其工具可作为国家和地方机构根据其具体需求，自
行制定调查程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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