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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一种新病毒的出现意味着在暴发之初，对其传播模式、严重程度、临床特征和感染

危险因素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为解决这些未知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四种早期

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方案（现重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统一研究”）。世界卫生组织还额

外提供了一项评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对周围环境污染的研究方案。 
这些研究旨在以统一的、易于汇总、制表和分析的格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多种环境

条件下，系统而快速的收集和共享数据。 
通过这些调查方案收集而来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完善病例定义和监测建

议，描述 COVID-19 的主要流行病学特征，了解其传播力、严重程度、疾病谱、以及对

社区的影响，为采取病例隔离和接触者追踪等应对措施提供指导。 
这些方案可在世界卫生组织网站获取：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

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early-investigations) 
现有 COVID-19 调查研究方案包括： 

1.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早期病例及其接触者（FFX）调查方案 

2.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家庭传播调查方案 

3. 医务人员院内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潜在危险因素调查方案 

4.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基于人群并按年龄分层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方案 

5. 物体表面 COVID-19 病毒采样：实用的医务人员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怎样

做”方案 

相关信息请联系 earlyInvestigations-2019-nCoV@who.int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COVID-19的所有方案和技术指导文件都可以在其网站上获取。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early-investigations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early-investigations
mailto:%E7%9B%B8%E5%85%B3%E4%BF%A1%E6%81%AF%E8%AF%B7%E8%81%94%E7%B3%BBearlyInvestigations-2019-nCoV@wh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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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控制 

第 2 版的主要更新： 
 更新“密切接触者”定义：从症状出现前 1 天改为症状出现前 4 天。本研究方案中

的新定义是：“在症状出现前 4 天或症状期内与确诊病例接触过（1 米以内）的任

何人”。 
 捕捉确诊病例无症状期内的暴露信息。 
 将疑似或可能病例的症状相关问题扩展到胃肠道症状（与确诊病例相同）。 
 对于密切接触者中的医务人员，增加风险分类问题，以更好地评估风险水平（高风

险或低风险）。 
 为密切接触者增加症状日记模板，以进行自我记录，告知是否存在各种症状。 
 更新 Go.Data 软件部分，因为 Go.Data 现已提供所有的 FFX 问卷模板供各国使用。 
 增加一个附录，说明 Go.Data 的主要特征和若干服务器管理选项（附录 C）。 
 更新参考文献，以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指导信息。 
 技术编辑版本。在医务人员的危险因素评估结果发布后，更新了附录 B“2019 冠状

病毒病（COVID-19）主要早期调查方案的特点和互补性比较”。 
 更新 FFX 表格编号，以及“获得计算相关参数所需数据的表格和问题”（第 3.3 节

表 3）。 
 新增世界卫生组织通用电子邮件地址作为联络信息，简化关于早期调查方案的问询

流程。 
 将措辞从“卫生保健工作者”改为“医务人员”，以包括非医疗人员（如清洁工等）。 
 
2.2 版的主要更新： 
 问卷调查包括了“嗅觉或味觉丧失”的症状。 
 明确了“无症状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的定义。 
 更新了“有症状的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的定义：从症状出现前 4 天改为症状出

现前 2 天，增加了“和症状出现后 14 天”。 
 更新了“医务人员接触者”的定义，重新使用“且未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描

述（注：最初 1.1 版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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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概要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早期病例及其接触者（FFX）调查方案 

调查人群 COVID-19 早期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 

潜在产出结果及结果

分析 

通过估计下述内容，了解 COVID-19 感染的传播动力学、严重

性和临床症状谱： 
• COVID-19 感染的临床表现和相关疾病的病程 
• 密切接触者 COVID-19 的续发感染率和临床续发率 
• COVID-19 感染的序列间隔 
• COVID-19 感染者中出现临床症状的比例（通过接触

者追踪和实验室检测获得） 
• 确定可能的传播途径 

次要产出为估计以下参数： 
• COVID-19 的基本再生数（R0） 
• COVID-19 的潜伏期 
• 初步的 COVID-19 感染和疾病严重程度的比率（如住

院比例和病死率） 

调查设计 针对 COVID-19 实验室确诊病例的全部密切接触者的前瞻性研

究（基于确定病例） 

调查启动 本国发现 COVID-19 确诊病例后尽快启动。 

FFX 是各国流行/大流行初期发现最早的 COVID-19 实验室确诊

病例后，为应对 COVID-19 暴发而启动的主要方案。 

调查期限 最低要求是，招募的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在入组时（第 1 天）和

第 14-21 天完成两次入户调查及数据和样本的收集。 

信息和标本收集的最

低要求 

数据收集：包括临床症状、暴露史（包括接触确诊病例）和既往

史的流行病学数据。 

样本：采集呼吸道（及其他）样本，以确诊 COVID-19 当前感

染；采集血清样本，为血清流行病学推论提供信息。 

 
本文件阐述了对 COVID-19 确诊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进行综合评估的数据收集和

公共卫生调查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与其技术合作伙伴共同制定了一系列强化监测方案，这

些方案协调一致，有助于详细深入地了解 COVID-19 的流行病学特征。现有的 COVID-
19 感染调查方案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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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家庭传播调查方案(1)； 

• 医务人员院内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潜在危险因素调查方案(2)； 

• 物体表面 COVID-19 病毒采样：实用的医务人员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怎样

做”方案(3) 
 

附录 B 比较了本文件和前两个 COVID-19 调查方案的适用范围和研究重点。 
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提供了所有 COVID-19 的相关方案(4)及技术指导文件(5)，包

括监测和病例定义(6)、患者管理(7)、实验室指导(8)、感染预防和控制(9)、风险沟通和

社区参与(10)、旅行建议(11)及其他材料(12,13)。 
供使用者参考的意见在整个文件中以紫色文本显示，使用者可能需要根据开展研

究地区的实际条件适当调整相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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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在新发呼吸道病原体出现和传播之初，对新病原体的关键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和病

毒学特征，尤其是它在人群中的传播力和毒力（疾病严重程度）尚不了解。2019 年 12
月在中国武汉市首次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正是如此(14)。 

与众多的新型呼吸道病原体一样，在疫情初期，病毒的主要流行病学、临床和病毒

学参数以及暴发动力学等尚未知晓。在此阶段，COVID-19 感染的严重程度、传播途径、

临床谱和病毒动力学也尚不确定。因此，了解 COVID-19 感染的早期病例及其密切接触

者（the first few X,FFX）的流行病学、临床和病毒学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为本国公

共卫生响应提供有益信息，制定有针对性的指南和措施。 
以下方案是为调查早期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而设计的，改编自一些国家现有的通用

方案，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大流行性流感《“早期百例（FF100）”病

例及其接触者调查》强化方案(15)。使用协调的全球性方法将有助于快速聚合各国数据。 
可以预见的是，COVID-19 早期病例调查将在多个有地理和人口统计学差异的国家

或地区进行。各国可能需要根据自身能力、现有资源和文化适宜性，适当修改本方案，

使之适合本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和临床系统的实际情况。使用本标准化方案，能够在全

球范围内的多种环境条件下，以统一的、易于汇总、制表和分析的格式，系统的收集和

快速共享流行病学暴露和生物样本数据，有助于及时评估 COVID-19 感染的严重程度和

传播力，为公共卫生响应和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对于导致 COVID-19 的新呼吸道病原体，

这是尤其重要的。 

1.1 目标 

该方案的总目标是尽早了解本国发现的 COVID-19 感染早期病例的主要临床表现、

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特征，为制定和更新公共卫生指南提供信息，以进行病例管理并减少

疾病在本国传播的可能性和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调查发现的早期病例更可能是

出现严重感染的病例，而发现严重程度不一、临床表现广为广泛的病例的能力将取决于

现有资源。 

对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开展早期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FFX）调查的主要目标是描

述或估计： 
• COVID-19 感染的临床表现和相关疾病的病程； 
• 密切接触者中 COVID-19 的续发感染率和临床续发率（总续发率或根据不同研

究目的按环境、年龄和性别等关键因素分层的续发率）； 
• COVID-19 感染的序列间隔； 
• COVID-19 感染病例中出现临床症状的比例（通过接触者追踪和实验室检查获

得）； 

• 确定可能的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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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目标是提供数据以估计： 

• COVID-19 的基本再生数（R0）； 
• COVID-19 的潜伏期 
• 初步的 COVID-19 感染和疾病严重程度的比率（如住院比例[CHR]和病死率

[CFR]） 

部分流行病学术语的定义： 
• 在本材料中，续发感染率是以 COVID-19 阳性结果为依据，衡量在规定时间内确诊

病例的接触者中出现 COVID-19 感染的频率的指标。换言之，即接触者感染的比率，

通过聚合酶链反应（PCR）/双份样本的血清学分析判定。 
• 临床续发率是以 COVID-19 阳性结果为依据，衡量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诊病例的接触

者中出现有症状的 COVID-19 感染的频率的指标。换言之，即接触者中出现临床感

染症状的比率。 
• 序列间隔的定义是从首发病例出现症状到接触者出现症状之间的时间间隔。 
• 基本再生数 R0 的定义是在传染病流行早期，几乎所有接触者都普遍易感时，平均

一个感染者可以导致的受感染人数。注意，可以假设此时人群对 COVID-19 几乎没

有免疫力。 

• 潜伏期定义是导致 COVID-19 感染的暴露和疾病的首发临床症状出现之间的时间

间隔（从感染或暴露到发病）。 
• 病例住院比例的定义是住院治疗的 COVID-19 病例（即实验室检测阳性）的比例。 
• 病死率的定义是 COVID-19 病例（即实验室检测阳性）中因 COVID-19 感染直接导

致死亡的比例。 

这些信息将用于更新和完善对疾病监测的建议（如病例定义）；描述病毒的主要流

行病学传播特征；了解感染的地理播散状况、严重程度和对社区的影响；为实施应对措

施的具体操作模式提供信息，包括非药物干预措施（16）（例如：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

等）和医疗干预措施（如可能）。 

1.2 协调 FFX 调查 

需要在国家和全球水平协调调查和实时共享信息。流行病学家、建模专家、病毒学

家、统计学家、临床和公共卫生专家将协力完成对 COVID-19 病毒感染的关键临床、流

行病学和病毒学参数的早期估计。表 1 显示了某国的职责协作网。 

  



 

9 

表 1：某国职责协作网 

什么职责？ 谁？ 

早期调查的整体协调 [列举机构/团体/人员] 
病例发现与调查 [列举机构/团体/人员] 
接触者的识别和随访 [列举机构/团体/人员] 
数据分析 [列举机构/团体/人员] 
数据管理 [列举机构/团体/人员] 
Go.Data 超级用户（如使用 Go.Data 工具） [列举机构/团体/人员] 
信息技术管理 [列举机构/团体/人员] 
[根据本国情况添加更多职能] [列举机构/团体/人员] 

FFX 调查系统主要由表中列举的机构/团体/人员维护。集中协调还需要制定“命令

和控制”方案，以便对调查进行分类和按优先级排序。 

1.3 COVID-19 早期调查的协同性 

COVID-19 早期调查是一整套强化的监测活动，这些活动协调一致，有助于详细和

深入的了解 COVID-19 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 

FFX 调查方案概述了大流行早期最初少量病例数据的快速收集过程，有助于尽早的

深入了解 COVID-19 感染的严重程度和传播力等主要流行病学特征。FFX 调查方案很可

能是需要开展的首项调查。 
各国根据现有资源和自身能力情况，可以同时或随后开展其他有关 COVID-19 感染

的早期调查，收集 COVID-19 感染的更多信息，包括开展 COVID-19 在家庭或其他封闭

环境下（如医务人员 1中）传播的前瞻性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该病毒的传播

力和感染的严重程度，以及相关干预措施在降低感染和续发感染风险方面的效果，且可

以估计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 
所有的 COVID-19 早期调查方案都可以在世界卫生组织网站获取(4)（见图 1）。 

  

 
1 可能感染冠状病毒的医务人员包括：救护车人员、导医人员、医务助理、护士、医生、实验室工作人员和清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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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现有的多个相辅相成的 COVID-19 调查方案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设计 

FFX 调查是在确认病例后，对 COVID-19 实验室确诊病例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开展的

前瞻性研究（见 2.2 节）。参与者是通过实验室确诊的感染者发现的，这与招募一组无病

例家庭并长期随访的队列研究不同。在早期需要发现新病毒的临床、流行病学和病毒学

特征时，围绕确定病例开展的疾病传播研究比队列研究更有效。因为在大流行的早期阶

段、出现广泛的社区传播之前，“沉睡的”队列人群中的原发或续发感染的风险很低。 
任何国家在出现早期 COVID-19 实验室确诊病例后均应开展 FFX 调查。广泛的社

区传播发生前开展调查则最为理想，即在本国 COVID-19 的流行早期开展。FFX 调查

方案旨在实时地发现这一新病毒感染的主要临床、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特征。 

2.2 调查人群 

调查人群包括早期 COVID-19 感染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 
本调查的首发病例将通过本国或其他相关国际监测系统确定。 

COVID-19 

家庭传播 

调查方案(1) 

COVID-19 早期病例及其 

接触者（FFX）调查方案 

医务人员 

院内感染

COVID-19 的 

潜在危险因素

根据现有资源和能力开展的其他调查 

(如环境物体表面 COVID 19 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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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病例定义 

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提供了用于 COVID-19 报告的病例定义(12)，随着对疾病了解的

深入，该病例定义会持续更新。在本方案中，WHO 建议的 COVID-19 通用病例定义见

框 1。 
框 1. FFX 调查方案临时病例定义 
疑似病例 
A. 患者表现为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发热、咳嗽、需入院治疗），且无其他病因可以充分

解释其临床症状，且症状出现前 14 天内有中国旅行史或居住史。 
或者 

B. 患者表现为急性呼吸道疾病且在症状出现前 14 天内至少符合以下情况之一： 
• 接触 COVID-19 确诊或可能病例，或者 
• 在医疗机构工作或曾经去过收治 COVID-19 确诊或可能病例的医疗机构。 

可能病例 
COVID-19 检测结果不明确，或泛冠状病毒检测结果阳性且无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实验

室证据的疑似病例。 
确诊病例 
无论有无临床症状和体征，经实验室确诊的 COVID-19 病例。 
 
确诊病例的进一步分类 
A：首发病例（或指示病例）：首发病例是指特定环境中（例如家庭、学校、医院等）最早发

病的 COVID-19 实验室确诊病例。在首发病例发病 24 小时内发病的其他病例可认为是“共同

首发”病例。 
B：二代病例：接触者中出现的病例，其实验室确诊时间距离首发和/或共同首发病例最近的

阳性结果检测时间达到或超过 24 小时；或其发病时间距离首发和/或共同首发病例的最迟发

病时间达到或者超过 24 小时。 
C：输入性病例：在发病前 14 天内有疫区旅行史的病例。 

2.2.2 密切接触者定义 

接触者是指与病例在某一活动空间有关联，可能有类似或其他暴露的所有个体。接

触者可包括家庭成员、其他家庭接触者、访客、邻居、同事、教师、同学、合作伙伴、

社工或医务人员、以及社会团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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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及进一步分类见框 2。 
 

框 2.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和分类（请定期查阅世界卫生组织网站(12)以了解最新情况） 
密切接触者 

任何人如果接触过（在 1 米以内，超过 15 分钟）： 
 症状期内的确诊病例，包括症状出现前 2 天和症状出现后 14 天。 
 症状的确诊病例。注：接触时间为采样（确诊检测）的前 2 天至采样后的 14 天。 
注意，接触不一定是直接的身体接触。 

 
密切接触者的进一步分类（用于接触者调查问卷）： 
 医务人员接触者：任何社工或医务人员，如果曾为有症状或无症状的 COVID-19 确诊病

例提供直接或间接的个人或临床护理或体检，或者在进行产生气溶胶的操作时与其同处

一室，且未穿戴推荐的个人防护装备（PPE）或防护装备破损。 
 
完整的个人防护装备的定义为，至少要正确使用高过滤级别口罩（FFP2）、隔离服、手套和

护目镜。 
 家庭接触者：与 COVID-19 首发病例居住在同一家庭（或其他封闭环境）的任何人。 
 

2.3 调查期限 

只要实施国家认为可行，调查就可以持续开展。 

在开始阶段，大多数实验室确诊病例均需纳入研究。随着确诊病例数的迅速增加，

根据本国的能力和需求，纳入研究的确诊病例的比例可能会减少。要随访 FFX 数据库中

所有的确诊病例可能会占用大量资源和时间。 

注释：例如，英国大流行性流感的 FF100 项目于 2009 年 4 月至 6 月实施，共随访

了 392 例确诊病例(17)。 
每位调查对象（确诊病例及其接触者）都将在入组后约 14-21 天完成随访调查和样

本采集。根据病毒的特征、传播动力学、抗体动力学，以及特定研究重点的需要，随访

时限可能略有差异。 
注释：例如，英国大流行性流感的 FF100 项目实施了 3 个月(17)。 

2.4 资料收集 

2.4.1 概述 

通过面对面访谈或是电话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调查病例（若病例因病情太重无法回答

问卷，则调查其家庭成员）和家庭成员，或查阅病例报告，必要时访谈医务人员和查阅

病历记录，来获取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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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见本文件附录 A。附录表格并非详尽无遗，但囊括了欲洞悉 COVID-19 感

染的流行病学特征所需收集的数据资料，且将持续更新。仍需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暴发

特征进行调整。 

一旦发现 COVID-19 确诊病例并将其纳入调查，立即入户访问，以发现该病例的所

有符合定义的密切接触者；收集相关的社会人口统计学和临床资料；以分子生物学检测

方法确认是否为继发感染，并开展血清抗体的基线调查（或至少要收集血清样本，一旦

具备血清学检测能力，则尽快进行检测，以明确血清抗体的基线水平）。 

疑似病例需注意：发现和维护疑似病例名单可能会占用大量资源和时间。应在发现

疑似病例所消耗的时间和收集可能病例和确诊病例数据所花费的时间之间找到适当的

平衡点——后者更为重要。 

建议纳入不同地区、年龄、疾病严重程度和场所的各类确诊病例。 

应尽一切努力调查包括婴儿和儿童在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建立有关样本采集和数

据收集的随访时间框架。要记住的关键点是： 

• 要求每个接触者向相关医疗机构报告与 COVID-19 感染有关的任何症状和体

征。 

• 任何密切接触者在与首发病例最后一次暴露/接触后 14天内出现临床症状，都

应被视为有症状的密切接触者，即判断为疑似病例，并按照相关要求救治和管

理。 

• 被确定为 COVID-19 感染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将重新分类为确诊病例（图 2 中的

虚线），并按照病例调查流程图和数据收集要求（图 2）进行随访。密切接触者

已成为确诊病例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触发新一轮调查，具体应取决于国家资源

和接触者类型（例如：如果接触者是医务人员，那么可能值得开展深入调查，

为公共卫生应对行动提供参考信息）。 

请注意，这些调查会耗费资源。最好在早期重点开展家庭和医务人员密切接触者的

随访工作，然后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扩展到其他密切接触者。在家庭和医疗机构（医务

人员）等封闭环境中，可以更深入的随访所有密切接触者，从而获得更好的信息。针对

家庭和医务人员密切接触者的调查方案可从世界卫生组织网站获取(12)。 

2.4.2 Go.Data 软件的使用 

Go.Data 是一款供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GOARN）(18)、WHO
会员国及其合作伙伴使用的电子化现场数据收集工具，可以支持并促进疾病暴发调查，

包括支持现场数据收集、接触者追踪和传播链的可视化(19)。软件功能包括收集病例和

接触者数据、随访接触者和可视化传播链。软件由两部分组成：一个网络软件和一个可

选的手机应用软件（app）。软件的主要受众是疾病暴发的应对人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工作人员、各国卫生部职员以及合作研究机构的研究者。 
Go.Data 软件可用于 FFX 调查。 
Go.Data 软件的主要特征包括（更多信息和屏幕截图详见附件 C）：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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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为开放型资源，免费使用，无需购买授权； 
• 软件提供了在不同平台上（Windows、Linux、Mac）运行的不同安装版本（服

务器或独立运行）； 
• 可收集病例及接触者的数据，包括实验室数据； 
• 软件不是为特定疾病或特定国家开发的；软件可配置性高，具有可配置的参考、

暴发和位置数据； 
• 安装一个 Go.Data 软件可用于多种疾病暴发的数据收集； 
• 支持多种语言，可在用户界面添加和管理语言种类； 
• 软件可细分用户角色和权限，包括将用户访问权限控制在暴发模块级别（即一

个国家的用户只能访问本国的病例和接触者数据）； 
• 软件内含暴发调查模块，可以更方便的创建暴发数据收集表； 
• 软件可以生成接触者随访列表和直观呈现传播链； 
• 具有相应权限的使用者可以配置病例调查表、接触者随访表和实验室数据收集

表； 
• 提供可选的手机应用软件（安卓和苹果系统），主要用于收集病例和接触者的

数据，进行接触者的追踪和随访。 
 

Go.Data 软件现有标准化的 FFX 调查问卷供各国改进和使用，还可以在必要时翻

译成本地语言。 
各国 Go.Data 服务器的管理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见附录 C）。 
更多信息请联系：godata@who.int 或访问 https://www.who.int/godata(19) 

2.4.3 病例和接触者随访 

对病例进行第一次入户调查时，使用表 A0 或 A1 收集数据。后续随访时，使用表

A2 收集数据。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第一次入户调查时，使用表 B1 收集数据，后续随访时

使用表 B2 收集数据（见表 2 和图 3）。 
为所有密切接触者提供症状日记（本方案附录 A 中提供的模板），请他们在完成基

线调查表后的至少 14 天内，每天记录是否存在各种症状和体征。无法填表的人可由代

理人填写症状日记。 
任何接触者，如在最后一次暴露/接触首发病例的 14 天内出现临床症状，都应被视

为有症状的接触者，属于疑似或可能病例，均应照此管理。 
   

mailto:godata@who.int
https://www.who.int/go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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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病例调查流程图和数据收集工具概述 
 
 
 
 
 
 
 

 

 

 

 

  

确诊病例 
（第 1 天） 

表 A1 

确诊病例随访 
（第 7、14、28 天）： 

表 2、3、4、5 

确定的家庭接触者， 

采集的实验室检测标本（第 1天） 

表 1B 

症

状

日

记 

COVID-19 病毒学检测结果 

家庭接触者成

为确诊病例

（确保与阴性

接触者一起采

集恢复期血

清） 

确诊病例随访 
（第 7、14、28 天）： 

表 2、3、4、5 

确定的家庭接触者， 

采集的实验室检测标本（第 1天） 

表 1B 

症

状

日

记 

COVID-19 病毒学检测结果 

家庭接触者成

为确诊病例

（确保与阴性

接触者一起采

集恢复期血

清） 

密切接触者随访和实验室检测标本采集 

（第 14-21 天）： 

表 B2 

COVID-19 血清学和病毒学检测结果 

密切接触者成为 

确诊病例 密切接触者不是 

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 

和可能病例 

COVID-19 确诊检测 

排除病例（非 COVID-19 病例） 

确诊病例随访 

（第 14-21 天）： 

表  

确定的接触者， 

采集实验室检测标本（第 1 天） 

表  

症

状

日

记 

COVID-19 病毒学检测结果 

密切接触者成为确

诊病例（确保与阴

性接触者一起采集

恢复期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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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数据收集工具概况 

表格编号 表格目的 向谁收集数据 何时采集数据？ 

病例    

表 A0 基本数据 
报告表 

COVID-19 疑似病
例和可能病例 

发现疑似病例后尽早开始。 

表 A1 病例初次 
报告表 

COVID-19 
确诊病例 

在病例实验室确诊后尽早开始（第 1 天）。 

表 A2 病例随访表 COVID-19 
确诊病例：最后结

局 

完成表 A1 后的 14-21 天，约为病例出现症状后的

21 天（第 14-21 天）。 

如果填表时无法获得表格要求的所有信息，则应定

期更新表格内容。 

接触者    

表 B1 接触者 

初次报告表 
COVID-19确诊病

例的密切接触者 
越早越好，首发病例实验室确诊后的 24 小时内最为

理想。（第 1 天）。 

表 B2 接触者 

随访表 
COVID-19确诊病

例的密切接触者：

最后结局 

完成表 B1 后的 14-21 天（第 14-21 天）。 

症状日记 记录有无各

种症状和体

征 

COVID-19确诊病

例的密切接触者 

完成初次调查表（表 B1）后至少 14 天。 

图 3：FFX 数据和样本收集时间表 

入组天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21 

入户调查    

症状日记（COVID-
19 确诊病例的密切

接触者） 

 

呼吸道样本  （可选）  

血清样本    

其它样本 

（如有关） 

（可选） （可选） (可选） 

说明： 

蓝色框表示调查所需的活动。 

绿色框表示完成研究样本采集的最低要求后，可额外收集样本，以增加可用信息。 

 



 

17 

2.5 实验室评估 

2.5.1 实验室分析 

注释：实验室检测指导可能会根据疫情演变的具体情况而变化。 

COVID-19 相关的实验室指导可以在世界卫生组织网站获取(20)。最近开发的几种

检测方法可用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其检验方法或标准操作规程也可以在世界卫生组织

网站获取(8)。 
COVID-19 特异性血清学检测方法目前正在开发或评估中。其实验方案或标准操作

规程（SOPs）一旦确定，就会在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公布。COVID-19 病毒与其他冠状

病毒的血清学交叉反应可能是个问题，应在数据解释时予以考虑。可能需要进行多次试

验以确认 COVID-19 病毒的血清学阳性结果。血清样本可储存在-80°C，以便在对现有

实验室检测的性能更加了解后取用。 

2.5.2 标本采集 

注释：以下内容旨在指导从确诊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中收集最低限度的样本。更频

繁地（即两次采样时间间隔短）采集调查对象的呼吸道样本，可能有助于详细深入地了

解病毒释放期和序列间隔。 

2.5.2.1 确诊病例 
应在实验室确诊后尽快采集病例（包括筛查出 COVID-19 阳性的无症状者）的所有

基线呼吸道和血清样本（按各国的样本采集指南要求操作）。重要的是与当地有关公共

卫生实验室或最近的相关实验室联系，明确已收集了确诊病例的哪些样本，以及这些样

本的质量和数量是否足以满足本次调查的要求。如果需要，可采集新样本。 
随访时需要采集的样本可包括上呼吸道样本或非抗凝血样本 2。应按照图 2 中的说

明进行采集。如果可行，也可以采集下呼吸道样本，但在采集之前必须采取推荐的感染

预防和控制措施（请参阅 2.6.5），因为这属于高危操作(21)。 

其他样本（唾液，尿液，粪便等）可以根据临床表现、资源情况，以及目前已观察

到的病毒释放模式（如前所述）进行采集，也可根据资源、后勤保障和培训等实际情况

从调查对象处采集或让其自行采集。 

为确诊病例采集样本时，应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PPE）(21)。 

2.5.2.2 密切接触者 
首次上门时采集所有的上呼吸道样本（鼻咽/口咽拭子）、血清样本作为基线数据。 

随访时也应采集呼吸道样本和血清样本。 

可采集确诊病例调查表所述的其他样本（唾液，尿液，粪便等）。 

 
2 改编自参考文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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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3 血清学注意事项 
应对每位调查对象采集双份凝固血样进行血清学检查，并由实验室正确处理和分

离。需要采集双份血清样本，因为这有助于进行血清学检测，以获得准确的续发感染率

和无症状感染的比例。 

无论是否出现症状，所有 COVID-19 感染的确诊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均应采集血清样

本。 

• 应尽快采集凝固血样作为基线血清样本，理想情况下采集时间应不迟于症状出

现后 7 天（病例），并且不晚于与确诊病例发生暴露后 7 天（密切接触者）。 
• 随访期间（或恢复期）采集非抗凝血样本应注意： 

– 在基线样本采集之后至少 14 天进行； 
– 或（病例）如果在有症状时无法采集急性期样本，则在病例发病后 28

天采集； 
– 或者（密切接触者）如果无法采集急性期样本，则在最后一次暴露后

的 28 天采集。 

2.5.3 样本运输 

所有参与采集和运输样本的人员都应接受安全操作和泄漏消毒处理流程的培训。关

于收集的样本运输和感染控制方面建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国的病例管理规则和实验

室指南或世界卫生组织的实验室指南，可从世界卫生组织网站获取(20)。 

对于采集的每份生物样本，需要记录采集时间、运输条件和送达实验室的时间。样

本采集后应尽快送达检测实验室。如果样本不可能在 72 小时内送达实验室，则需将其

冷冻，最好在-80°C 下，并用干冰运输。然而，重要的是避免样本反复冻融。由于国内

无霜冰箱的温度波动较大，应避免将呼吸道样本和血清样本存放于无霜冰箱中。血清要

从全血中分离出来，并在 4℃下储存和运输，或冷冻至-20℃以下温度，使用干冰运输。 

在国家境内运输样本应遵循相应的国家条例。国际样本运输应遵循《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感染性物质运输管理指南（2019-2020）》所述的相关国际条例(22)。 

2.6 伦理问题 

伦理学要求因国家而异。在一些国家，这项调查属于公共卫生监测（应急响应）行

动，可能不需要通过机构审查委员会获得伦理批准。 

2.6.1 知情同意及许可 

要向所有已发现的 COVID-19 病例的接触者解释本次调查目的。在调查的任何步骤

开展之前，首先要获得所有愿意参与调查的病例及其接触者的知情同意，这一步骤应作

为调查组成员的培训内容。对于未满法定知情同意年龄的儿童，需要获得其父母或法定

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必须告知每位参与者，参与调查是自愿的，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无

理由地退出调查，而不产生任何后果，也不影响职业责任。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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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知情同意要求的年龄可能因国家而异。请查看国家、地区或地方当局的要求。 

知情同意的目的获得许可，依据调查预期目的收集血液、呼吸道样本和流行病学数

据；样本可能需要运送到国外开展其他检测项目；后续可能用于未来的研究。 

2.6.2 受试者的风险和收益 

将调查对象的风险降至最低，包括收集少量血液和呼吸道样本。研究对象可获得的

直接好处是，及早检测以确定是否感染 COVID-19，从而使他们自身以及密切接触者获

得相应的救治和管理。对于本次调查，调查的主要收益是间接的，因为所收集数据将有

助于改进和指导公众了解 COVID-19 的传播情况，并预防病毒的进一步播散。 

2.6.3 保密 

实施调查时，将全程保护调查对象的隐私。调查组会给所有调查对象分配一个身份

识别码，用于标记问卷和临床样本。该识别码与个人的关联由调查组和卫生部（或同等

部门）掌握，不会泄露给其他人。 

如果调查机构将数据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或提供数据分析支持的机构或部门，则分

享的数据只能包括身份识别码，而不包含任何个人身份信息。 

《国际卫生条例（2005）》（IHR）第 45 条对“个人数据的处理”进行了阐述(23)。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个人身份数据应保密，并按照国家法律的要求匿名处理。在确保

公平合法的妥善处理数据的前提下，这些数据可能会披露，用于评估和管理公共卫生风

险。 

2.6.4 Go.Data 使用条款 

如果实施调查的小组选择以源代码开放的 Go.Data 为工具开展调查(18)，各国

Go.Data 平台服务器的管理可以有多种选择。具体信息见本材料的附件 C。研究小组需

要根据具体调查环境选择最佳的方式。 
如果 Go.Data 服务器部署在世界卫生组织，则只有得到 Go.Data 软件有效登录证书

的用户才能访问该服务器上的 Go.Data 程序。Go.Data 使用条款见附录 C。 

2.6.5 调查人员 COVID-19 感染的预防 

所有参与调查的人员必须接受感染预防和控制操作规程的培训（针对接触、飞沫或

空气传播的标准化预防措施，具体参考国家或当地指南）(21)。这些操作指南应包括正

确的手部卫生和正确使用外科口罩或呼吸面罩（如有必要）。若能严格遵守感染预防控

制操作，在密切接触 COVID-19 患者时，不仅将自身感染风险降至最低，还将最大限度

避免 COVID-19 在接触者中的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COVID-19 预防和控制的技术指南可从世界卫生组织网站获取(24)。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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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统计分析 

3.1 样本量 

本国的样本量应根据 COVID-19 确诊病例在所有社会领域（包括家庭）的接触者人

数和对 COVID-19 传播力的假设而确定。应尽一切努力将 COVID-19 确诊病例的所有接

触者都纳入研究，尽可能提高调查的统计功效。2009 年流感大流行期间，许多国家通过

设定不同的统计功效和罹患率进行计算，将样本量确定为 300-400 例。 
可以使用标准统计软件包或在线软件的统计公式或工具计算样本量（如 http://www.

openepi.com/Menu/OE_Menu.htm）。 

3.2 分析方案 

早期病例调查无法回答我们关于 COVID-19 的所有问题，但它会在疫情早期贡献关

键的数据，为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信息。通过实施其他的 COVID-19 调查方案，可以补

充相关数据，计算重要的流行病学参数。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与 COVID-19 相关的所

有调查方案均可从世界卫生组织网站获取（12）。 
流行病学与病毒学（基因组、抗原）和血清学数据相结合可以超前感知大流行的早

期态势，促生适当且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响应措施。 

早期病例的描述性分析（时间、地点、人员）可以通过个案病例初步认识 COVID-
19 的临床症状谱和病程信息——如以年龄或潜在危险因素分层的，最早出现症状的受

影响人群的情况。 

对调查中采集的样本进行基因组分析，可以详细深入的了解大流行的起源；监测潜

在的耐药性突变的播散；并以确诊病例为潜在源头（通过比较两个病毒分离株的相关性）

确认传播链，进而辅助估计再生数。而后者是极其有益的指标，可以确定大流行早期发

生的社区传播的程度，判断毒株是来自本地还是由其他地区输入的。 

根据生成的 FFX 表格/问卷和标本数据，可以进行高级分析（统计学参数估计）如

表 3 所述。该表包含了“备注和局限”部分，便于深入了解本方案的优缺点。 
  

http://www.openepi.com/Menu/OE_Menu.htm
http://www.openepi.com/Menu/OE_Menu.htm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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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FFX 早期调查中可以估计的流行病学参数的定义和来源 

参数 
定义 

（定义的“简要”表述） 
获得计算相关参数所需数据的

调查表格及问题 备注和局限 
病程（时间、

地点、人员） 
描述病例的时间、空间和

人间分布 
人口统计学信息 
实验室确诊日期 
位置信息 
 
表 A0: Q3, Q4 
表 A1: Q6, Q8, Q13 
表 A2: 不适用 
表 B1: Q3, Q5, Q6 
表 B2: Q3, Q4, Q5, Q7 

• 所收集的位置

信息需与报告

数据相结合，以

显示疾病流行

的空间趋势 

就医行为 确定就医者的比例（不仅

限于住院治疗） 
表 A0: Q7 
表 A1: Q8, Q9, Q11, Q12 
表 A2: Q3, Q5 
表 B1: Q7 
表 B2 不适用 

 

有症状病例的

比例或无症状

感染者的比例 

COVID-19 感染者中有

症状或体征者（即患

者）所占的比例，或未

出现症状或体征者（即

无症状感染感染者）所

占比例 

实验室确诊结果和临床症状 
 
表 A0: Q4 
表 A1: Q8, Q13 
表 A2: Q4, Q8 
表 B1: Q6 
表 B2: Q4, Q6, Q7 

• 通过密切接触

者追踪和实验

室检查获得 

住院率 衡量在确定的时间段内

确诊 COVID-19 病例中

住院病例的出现频率 

住院数据和并发症信息 
 
表 A0: Q6, Q7 
表 A1: Q7, Q8, Q9, Q11, Q12 
表 A2: Q5 
表 B1: Q7 
表 B2: Q7 

 

临床续发率 暴露于首发病例后，密切

接触者在潜伏期内（一个

时间范围）发生有症状的

COVID-19感染的人数与

暴露总人数的关系；分母

仅限于易受感染的接触

者（如能确定）。 
（接触者中出现有临床
症状的 COVID-19 感染
的比率） 
当疾病开始在人群中出

现时，这是很好的衡量人

与人之间传播的指标。 

临床症状和与 COVID-19 确诊

病例接触的日期 
 
表 A0：不适用 
表 A1：不适用 
表 A2：不适用 
表 B1: Q5, Q6 
表 B2: Q4 

• 注意，早期的估

计可能存在偏

倚，因为某些首

发病例产生二

代病例的能力

更强。 
• 注意，该估计数

只适用于特定

的环境和接触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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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感染率

（也称续发感

染发生率） 

暴露于首发病例后，接触

者在一个潜伏期（一个时

间范围）内发生 COVID-
19 感染的人数和暴露的

接触者总数的关系；分母

仅限于易受感染的接触

者（如能确定）。 
（接触者的感染率。通过
对双份样本的血清学分
析和聚合酶链反应判定） 
当疾病开始在人群中出

现时，这是很好的衡量人

与人之间传播的指标。 

实验室确认结果（血清学） 
 
表 A0：不适用 
表 A1：不适用 
表 A2：不适用 
表 B1: Q9 
表 B2: Q6,Q7 

 

病例住院比例 住院治疗的 COVID-19
感染者（即检测阳性）与

无需住院治疗的感染者

人数之比）。 
（需住院治疗的患者的
比例） 

住院数据和并发症信息 
 
表 A0: Q6, Q7 
表 A1: Q7, Q8, Q9, Q11, Q12 
表 A2: Q5 
表 B1: Q7 
表 B2：不适用 

• 注意，纳入研究

的早期病例可

能病情更加严

重，因而会产生

由招募方式所

导致的偏倚。继

发病例则更能

代表 “典型 ”感
染 

临床表现 病例及其接触者的临床

症状的范围。 
（临床症状和严重程度） 

临床症状 
 
表 A0: Q4, Q6 
表 A1: Q8, Q9 
表 A2: Q4, Q5 
表 B1: Q6 
表 B2: Q4 

• 在医院开展的

临床研究可以

加强对疾病的

临床进程、严重

程度及其危险

因素、以及病死

率的了解 
临床危险因

素，尤其是导

致严重疾病的

因素 

潜在的临床疾患与合并症 既往疾病与合并症 
 
表 A0：不适用 
表 A1: Q10 
表 A2: Q6 
表 B1: Q8 
表 B2：Q5 

• 为准确评估导

致严重疾病的

危险因素，可能

需要对住院患

者开展病例对

照研究 

被感染后的血

清学反应 
COVID-19特异性抗体水

平的血清学变化 
（滴度升高） 

实验室结果   
 
表 A0:不适用 
表 A1: Q13 
表 A2: Q8 
表 B1: Q9 
表 B2: Q6,Q7 

• 只有在研究中

加入实验室数

据才能计算 
• 结合临床研究

和最初的少数

暴发调查的结

果，可以确认感

染后会出现血

清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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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期 从导致 COVID-19 感染

的暴露到首次出现疾病

的临床症状或体征的时

间间隔 
（从感染到发病） 

症状出现日期、接触确诊病例

的日期、或其他暴露事件的日

期（如动物暴露） 
 
表 A0: Q4, Q6, Q9（可选） 
表 A1: Q8 
表 A2: Q4 
表 B1: Q4, Q5, Q6 
表 B2: Q3, Q4 
症状日记 

 

序列间隔 从病例首次出现症状到

接触者首次出现症状的

时间间隔 
（从临床发病到临床发
病） 

症状和日期 
 
表 A0: Q4 
表 A1: Q8 
表 A2: Q4 
表 B1: Q6 
表 B2: Q4 
症状日记 

• 最初几次暴发

的传播链可能

更易识别、且传

播链更长，获得

相应信息可以

增强对序列间

隔的了解 

代际间隔的分布 从病例感染到密切接触

者感染的时间间隔 
（从感染到感染） 

样本和日期 
 
表 A0: Q5 
表 A1: Q13 
表 A2: Q8 
表 B1: Q5 
表 B2: Q7 

• 最初几次暴发

的传播链可能

更易识别、且传

播链更长，获得

相应信息，可以

增加对代际间

隔的了解 
病死率 COVID-19所导致的死亡

数与 COVID-19 病例总

人数的比值 
（COVID-19 病例的死亡
比例） 

生存/死亡状态 
及病例确诊结果 
 
表 A0: Q1,  
表 A1: Q1, Q9, Q13 
表 A2: Q3. Q8 
表 B1: Q7 
表 B2: Q6, Q7 

• 可能需要调查

大量病例才能

获得足够的死

亡数，以通过

FFX 估计可靠

的病死率（而

且，在观察到继

发感染所导致

的死亡之前，随

访可能已经结

束了） 
• 由于早期病例

的报告/选择偏

倚，该数据在

FFX 调查中容

易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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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人群 确定最容易感染COVID-
19 的人群（如年龄组、性

别、职业等） 

人口统计学数据 
 
表 A0: Q3, Q7, Q9 (可选) 
表 A1: Q6, Q12 
表 A2: Q3, Q6 
表 B1: Q3, Q4, Q5 
表 B2: Q3, Q5 
 

• FFX 调查不一

定会显示出高

危人群，如 2009
年英国流感大

流行的 FFX 调

查中，392 例随

访病例中只有 4
名孕妇 

• 可能只是一个

早期信号，需结

合其他方面的

信息以指导决

策（调查病例及

其他临床系列

病例列表） 
基因组数据，

包括系统进化

分析 

 实验室数据 
 
表 A0: Q5 
表 A1: Q13 
表 A2: Q8 
表 B1: Q9 
表 B2: Q6 

• 估计再生数的

另一种方法，通

过比较病例与

其密切接触者

的毒株之间的

相关性，确定个

体之间的传播

关系 
• 与其他传播数

据相结合，为估

计传播参数提

供信息，该方法

很可能要推迟

到早期的公共

卫生响应阶段

之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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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再生数(R0) 传染病流行早期，几乎所

有接触者都普遍易感时，

平均一个感染者可以产

生的二代病例数量。注

意，我们可以假设人群对

COVID-19几乎没有免疫

力。 
（一名感染所导致的平
均的感染/病例数） 
提示：基本再生数（R0）

——每个人都易感且未

采取控制措施，R 的最大

值等同于传播潜力。 

实验室数据，接触日期， 
接触者的症状 
 
表 A0:不适用 
表 A1: Q13 
表 A2: Q8 
表 B1: Q4, Q5, Q6 
表 B2: Q3, Q4, Q7 

• 可以使用不同

的方法计算；确

定聚集疫情和

发病人数（用流

行病学方法和

潜在的基因信

息确定出现多

少继发病例），

用流行曲线及

其陡峭程度确

定 
• 可以整合多种

来源的信息计

算 R 值，如新病

例报告、年龄别

入院治疗数据

（可能是更稳

定的可选信息

源）或基因组数

据，这些数据的

结合可用于估

计传播能力。 
再生比(R) 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由

首发病例传染的续发病

例数的动态变化值（即具

有环境特异性） 

实验室数据，接触日期， 
接触者的症状 
 
表 A0:不适用 
表 A1: Q13 
表 A2: Q8 
表 B1: Q4, Q5, Q6 
表 B2: Q3, Q4, Q7 

• 不是早期进行

FFX 调查的主

要目的，但如果

调查持续并转

化为 “队列 ”研
究，则可能计算

出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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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报告 

任何此类调查均应报告如下信息（可按年龄、性别及相关的时间和地点特征分层）： 
• 病例数，招募的密切接触者数量； 
• 密切接触者中实验室确诊的 COVID-19 病例数； 
• 有症状和无症状的密切接触者的数量； 
• 有 COVID-19 感染的血清学证据的密切接触者数量。  

及时发布这项调查的结果对于了解新的大流行性病毒的传播情况是至关重要的，有

助于更新相关指南、为本国和国际的公共卫生响应及制定感染预防与控制政策提供信

息。 
同样重要的是完整记录调查设计信息，包括密切接触者的定义；首发和续发病例的

确认方法；随访的持续时间；以及确保数据能够合并的实验室检查方法等，以加强估计

流行病学参数的能力。 
在理想情况下，应按照本通用方案的调查表和相关工具以标准格式收集信息，这样

有助于数据协调和结果的比较（见附录 A 中的表格）。 
如果研究的实施组织将数据共享给世界卫生组织或任何为数据分析提供支持的部

门或机构，所分享的数据应仅包含身份识别码，而不包括任何个人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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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课程 

• 世界卫生组织线上学习平台提供了有关 COVID-19 的培训资源。

（https://openwho.org/, 2020 年 2 月 12 日访问）。 
• 世界卫生组织包括新型冠状病毒（nCoV）在内的新发呼吸道病毒的发现、预防、

应对和控制方法（https://openwho.org/courses/introduction-to-ncov, 2020 年 2 月 12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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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调查问卷与指导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早期病例及其接触者（FFX）调查方案 

病例表格 

• 表 A0：最低限度数据报告表——针对 COVID-19 疑似病例和可能病例 
• 表 A1：病例初始报告表格——针对 COVID-19 确诊病例（第 1 天） 
• 表 A2：病例随访表——针对 COVID-19 确诊病例（第 14-21 天） 

接触者表格 

• 表 B1：接触者初始报告表——针对 COVID-19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第
1 天） 

• 表 B2：接触者随访表——针对 COVID-19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第 14-21
天） 

• COVID-19 确诊病例接触者的症状日记 

 



表 A0：最低限度数据报告表——针对疑似病例和可能病例 
 

32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早期病例及其接触者（FFX）调查方案 

1. 病例表格 

表 A0：最低限度数据报告表——针对 COVID-19 疑似病例和可能病例 

唯一病例编号/聚集性疫情编号（如适用）： 
 

 

1.当前状态 

□存活□死亡 

 

2.数据采集员信息 

数据采集员姓名  

数据采集员所在单位  

数据采集员电话号码  

数据采集员电子邮件  

表格填写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3a.病例识别信息 
姓名  
性别 □男□女□不详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电话（手机）号码  
年龄（岁或月龄） ____年____月 

□ 不详 
电子邮件  
地址  
身份证号码/社保号码 
（如适用） 

 

居住国家  
病例种类 □疑似   □可能    □确诊 
3b.访谈对象信息（信息提供者非病例本人时填写） 
姓名  

性别 □男      □女     □不详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与病例的关系  

调查对象地址  

电话（手机）号码  



表 A0：最低限度数据报告表——针对疑似病例和可能病例 
 

33 

4. 患者症状（从出现症状开始） 
首次出现症状的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无症状 □不详 
发热（≥38°C）或发热史 □是 □否 □不详 
咽痛 □是 □否 □不详 
流涕 □是 □否 □不详 
咳嗽 □是 □否 □不详 
气促 □是 □否 □不详 
呕吐 □是 □否 □不详 
恶心 □是 □否 □不详 
腹泻 □是 □否 □不详 
味觉或嗅觉（失嗅）丧失 □是 □否 □不详 

 
5. 初次样本采集 
呼吸道样本采集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采集了哪种类型的呼吸道样本？ □鼻拭子 

□咽拭子 
□鼻咽拭子 
□其他，请详述 

是否采集了基线血清？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基线血清采集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是否采集了其他样本？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样本为： 
 
如果是，采集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6. 临床进程：并发症 
是否需要住院？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医院名称： 
需进入重症监护室（ICU） □是   □否    □不详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是   □否    □不详 
胸部 X 射线检查肺炎 □是    □否    □不适用（未做 X 线检查） 

□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其他严重或危及生命的感染性疾患 □是   □否    □不详， 

如有，请详述： 
需要机械通气 □是   □否    □不详 
需要体外膜肺氧合（EMO 俗称“人工肺”） □是   □否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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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症状出现前人与人之间的暴露情况（截至2020年2月，在过去的14天内） 
过去 14 天内是否曾在国内旅行？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_年___月___日 
到访地区： 
到访城市： 

过去 14 天内是否曾去国际旅行？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_年___月___日 
到访国家： 
到访城市： 

过去 14 天内您是否接触过 COVID-19 疑似/确诊病例？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最后接触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患者过去 14 天内曾参加节日活动和大型集会 □是    □否     □不详 
如有，请详述： 

患者过去 14 天内曾接触过有相似疾患的人 □是    □否     □不详 
过去 14 天暴露的地点 □家    □医院   □工作单位 

□旅行团 □学校 □不详 
□其他，请详述： 

患者过去 14 天内曾住院治疗（或到过住院部）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患者过去 14 天内曾在门诊就诊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患者过去 14 天内曾接受过传统医疗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类型： 

患者职业（请详述地点/机构） □医务人员 
□接触动物的工作 
□卫生实验室工作人员 
□学生 
□其他，请详述 
 
对于不同职业，请详述工作地点或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调查表完成情况 

表格已完成 

□是    □否或部分完成 
如选否或部分完成，原因： 
□漏填  
□未填  
□未调查 
□拒绝  
□其他，请详述： 

  



表 A0：最低限度数据报告表——针对疑似病例和可能病例 
 

35 

需要额外收集的信息（仅针对中国地区病例） 

9. 发病前14天内接触动物情况（截至2020年2月） 
A 患者接触动物 □是   □否   □不详 

如果选“否”或者“不详”，则跳至F 
B 动物种类（例如：猪、鸡、鸭或

其他） 
请详述： 
 

C 接触方式（喂养、清洗动物、屠

宰等，请详述） 
请详述： 
 

D 接触动物的地点 □家  □工作场所   □医院   □旅行团 
□其他，请详述： 
 

E 接触前后 2 周内有动物生病/死
亡吗？ 

□是  □否  □不详 
如是，请详述死亡动物类型和数量，以及在畜（禽）群中所占比例： 
 

F 患者暴露在有动物的环境，但未

接触动物（如所在社区、农场、

动物园、家庭、农业集市或工作

场所） 

□是  □否  □不详 
如否或不详，跳至J 
如是，请详述： 

G 环境里的动物种类 请详述： 
H 暴露的地点 □家   □所在社区   □市场 

□农业集市/动物园   □农场 
□其他，请详述： 
 

I 接触前后 2 周内有动物生病/死
亡吗 

□是  □否  □不详 
如是，请详述死亡动物类型和数量，以及在畜（禽）群中所占比例 
 

J 患者接触过动物的副产品（如鸟

的羽毛）或动物排泄物 
□是  □否  □不详 
如是，请详述： 
 

K 患者曾去过活体动物市场 □是  □否  □不详 
如是，请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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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早期病例及其接触者（FFX）调查方案 

表 A1：病例初次报告表——针对 COVID-19 确诊病例（第 1 天） 

注释：如果部分信息已在最低限度数据报告表——针对COVID-19疑似病例和可能病例
（表A0）填写，则无需在本表中重复回答。 

但是，如果从未填写过表A0，则应填写表A1中的所有问题/变量 

唯一病例编号/聚集性疫情编号（如适用）： 
 

 
1.当前状态 
□ 存活□死亡□不知道/失访 
2.病例分类 

□首发 □续发 □输入 
 

3.数据采集员信息 
数据采集员姓名  

数据采集员所在单位  

数据采集员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表格填写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4.访谈对象信息（信息提供者非病例本人时填写） 
姓名  
性别 □男 □女 □不详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与病例的关系  
调查对象地址  
电话（手机）号码  

 
5.病例识别信息 
姓名  
性别 □ 男 □女 □不详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手机号码  
年龄（岁，月龄） ______岁___个月 

□ 不详 
电子邮箱  
地址  
身份证号码/社保号码（如适用）  
居住国家  
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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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职业（详述地点/机构） □医务人员 
□接触动物的工作 
□卫生实验室工作人员 
□学生 
□其他，请详述 
 
对于不同职业，请详述工作地点或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民族（非必填）  
收治医疗机构  
托幼机构/学校/大学（如适用）  

 
6.医疗机构/主管医生信息 
医疗机构名称  
主管医生姓名  
患者是否属于机构暴发病例？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电话号码  
传真  
地址  

 
7a. 患者症状（从症状出现开始） 
症状首次出现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无症状    □不详 

发热（≥38°C）或发热史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填写最高体温：            °C 

首次就医时间（包括传统医疗）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适用      □不详 

目前就诊过的医疗机构总数 □不适用     □不详 
请详述： 

7b. 呼吸系统症状 
咽痛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症状出现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流涕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症状出现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咳嗽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症状出现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气促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症状出现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7c.其他症状 
畏寒 □是    □否    □不详 
呕吐 □是    □否    □不详 
恶心 □是    □否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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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 □是    □否    □不详 
头痛 □是    □否    □不详 
皮疹 □是    □否    □不详 
结膜炎 □是    □否    □不详 
肌肉疼痛 □是    □否    □不详 
关节疼痛 □是    □否    □不详 
食欲不振 □是    □否    □不详 
味觉或嗅觉（失嗅）丧失 □是    □否    □不详 
鼻衄 □是    □否    □不详 
乏力 □是    □否    □不详 
癫痫发作 □是    □否    □不详 
意识改变 □是    □否    □不详 
神经系统症状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其他症状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8. 患者症状：并发症 
住院 □是    □否    □不详 

首次住院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是否进入重症监护室（ICU） □是    □否    □不详 
进入 ICU 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离开 ICU 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 不适用 
机械通气 □是    □否    □不详 

机械通气日期  开始日期：___/___/___ 
结束日期：___/___/___ 
□不详 □ 不适用 

机械通气时长（天）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开始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急性肾功能衰竭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开始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心脏衰竭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开始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消耗性凝血病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开始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胸部 X 射线检查肺炎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开始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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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合并症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需血管升压素治疗的低血压 □是    □否    □不详 
需要体外膜肺氧合（EMO 俗称“人工肺”） □是    □否    □不详 
出院日期（如果适用）  ______年___月___日 
结局 □存活  □死亡  □不适用  □不详 
当前结局的截止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不适用 
 

 

9.患者既往身体状况 
妊娠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注明妊娠分期： 
□孕早期 □孕中期 □孕晚期 □不详 

肥胖 □是    □否    □不详 
癌症 □是    □否    □不详 
糖尿病 □是    □否    □不详 
艾滋病（HIV）/其他免疫缺陷性疾病 □是    □否    □不详 
心脏病 □是    □否    □不详 
哮喘（需药物治疗） □是    □否    □不详 
慢性肺部疾病（非哮喘） □是    □否    □不详 
慢性肝脏疾病 □是    □否    □不详 
慢性血液系统疾病 □是    □否    □不详 
慢性肾脏疾病 □是    □否    □不详 
慢性神经系统损害/疾病 □是    □否    □不详 
器官或骨髓移植受体 □是    □否    □不详 

其他既往身体状况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10.就医经历 
拨打紧急求助电话/热线 □是    □否    □不详 

紧急求助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初级医疗机构（全科医生等）就诊（可根据需要列举

多次就诊信息） 
□是   □否    □不详 

初级医疗机构就诊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 不适用 

急诊就医（可根据需要列举多次就诊信息） □是   □否    □不详 
急诊就医时间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不适用 

住院（可根据需要列举多次就诊信息） □是   □否    □不详 
（如填否，则跳至表格的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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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症状出现前人与人之间的暴露情况（截至2020年2月，在过去的 14天内） 
过去 14 天内是否曾在国内旅行？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至 ______年___月___日 
到访地区： 
到访城市： 

过去 14 天内是否曾去国际旅行？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至 ______年___月___日 
到访国家： 
到访城市： 

过去 14 天内您是否接触过 COVID-19 疑似/确诊病例？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最后接触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患者过去 14 天内曾参加节日活动和大型集会 □是   □否    □不详 
如有，请详述： 

患者过去 14 天内曾接触过有相似疾患的人 □是   □否    □不详 
过去 14 天暴露的地点 □家   □医院  □工作单位 

□旅行团  □学校  □不详 
□其他，请详述： 

患者过去 14 天内曾住院治疗（或到过住院部）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患者过去 14 天内曾在门诊就诊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患者过去 14 天内曾接受过传统医疗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类型： 

患者职业（请详述地点/机构） □医务人员 
□接触动物的工作 
□卫生实验室工作人员 
□学生 
□其他，请详述 
 
对于不同职业，请详述工作地点或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院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不适用 

医院名称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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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病毒学检测方法和结果： 
为采集的每份样本的每种类型的检测填写新行： 

实验室 
识别码 

样本采集日期  样本接收日期  样本类型 检测类型 结果 结果报告日期 样本运送到其他
实验室进行确认 

  
____年__月__日 
 

 
____年__月__日 
 

□鼻拭子 
□咽拭子 
□鼻咽拭子 
□其他，请详

述： 

□聚合酶链反应

（PCR） 
□全基因组测序 
□部分基因组测序 
□其他，请详述 

□COVID-19阳性 
□COVID-19阴性 
□其他病原体阳性， 
请详述是哪种病原体： 

 
____年__月__日 
 

□是 
如果是， 
请填写日期 
____年__月__日 

 
□否 

        

 

12b.血清学检测方法及结果： 
为采集的每份样本的每种类型的检测填写新行： 

实验室 
识别码 

样本采集日期  样本接收日期 样本类型 检测类型 结果（COVID-19
抗体滴度） 

结果报告日期  样本运送到其他 
实验室进行确认 

  
____年__月__日 
 

 
____年__月__日 
 

□血清 
□其他， 
请详述： 

详述类型（酶

联免疫吸附试

验（ELISA）或

免 疫 荧 光 法

（ IFA ）检测

IgM和IgG，中

和试验等））： 

 

□阳性 
如果阳性，滴度： 
             
□阴性 
□不确定 

 
______年___月___日 
 

□是 
如果是，请填写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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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表格填写情况 
表格已完成 □是    □否或部分完成 

如选否或部分完成，原因： 
□漏填 
□未填 
□未调查 
□拒绝 
□其他，请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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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早期病例及其接触者（FFX）调查方案 

表 A2：病例随访表——针对确诊病例（第 14-21 天） 

注释：如果部分信息已在最低限度数据报告表——针对 COVID-19 疑似病例和可能病
例（表 A0）或病例初次报告表——针对 COVID-19 确诊病例（第 1 天）（A1）填

写，则无需在本表中重复回答。 

唯一病例编号/聚集性疫情编号（如果适用）： 

 
 

 

 

1.数据采集员信息 
数据采集员姓名  
数据采集员所在机构  
数据采集员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表格填写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2.访谈对象信息（如果与初次访谈不同） 
姓名  
性别 □ 男 □女 □不详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与病例的关系  
调查对象地址  
电话（手机）号码  

3.结局/现状 
现状 □康复，如果是，请填写症状消失的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患病中 
□死亡，如果是，填写死亡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失访 

是否曾需要住院？ □是□否□不详 
（注意，如果目前无法获知如下信息，请留白，并在获知结果后立即发送更新报告） 
如死亡，COVID-19感染对死亡作用： □根本原因/首要原因 

□协同作用/次要原因 
□并非死因 
□不详 

如死亡，是否尸检？ □是□否□不详 
如死亡，尸检报告的结果：（如有）  
如死亡，死亡证明上的死因（请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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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患者整个病程中的症状 
最高体温（详细填写） ___℃，□不适用 
4b.呼吸系统症状 
咽痛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流涕 □是 □否 □不详 

咳嗽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气促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4c.其他症状 
畏寒 □是     □否     □不详 
呕吐 □是     □否     □不详 
恶心 □是     □否     □不详 
腹泻 □是     □否     □不详 
头痛 □是     □否     □不详 
皮疹 □是     □否     □不详 
结膜炎 □是     □否     □不详 
肌肉疼痛 □是     □否     □不详 
关节疼痛 □是     □否     □不详 
食欲不振 □是     □否     □不详 
味觉或嗅觉（失嗅）丧失 □是     □否     □不详 
鼻衄 □是     □否     □不详 
乏力 □是     □否     □不详 
癫痫发作 □是     □否     □不详 
意识改变 □是     □否     □不详 
其他神经系统体征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其他症状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5. 患者症状：并发症 
住院 □是    □否     □不详 

首次住院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是否进入重症监护室（ICU） □是    □否     □不详 
进入 ICU 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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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 ICU 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  □不适用 

机械通气 □是    □否    □不详 
机械通气日期 
 

开始日期：___/___/___ 
结束日期：___/___/___ 
□不详 □ 不适用 

机械通气时长（天）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开始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急性肾功能衰竭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开始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心脏衰竭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开始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消耗性凝血病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开始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胸部 X 射线检查肺炎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开始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其他合并症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需血管升压素治疗的低血压 □是    □否    □不详 
需要体外膜肺氧合（EMO 俗称“人工肺”） □是    □否    □不详 

 
6.患者既往身体状况 

妊娠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注明妊娠分期： 
□孕早期  □孕中期  □孕晚期  □不详 

 
7.继发细菌感染 
为采集的每个标本的每种类型的检测单独填写新行： 
采样日期 样本类型： 阳性结果 

 
______年___月___日 

□痰  
□气管抽吸液  
□胸腔积液 
□脑脊液  
□血液  
□尿液 
□粪便 
□其他，请详述： 

□流感嗜血杆菌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肺炎链球菌 
□大肠杆菌 
□其他微生物，请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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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病毒学检测方法和结果： 
为采集的每份样本的每种类型的检测填写新行： 

实验室 
识别码 

样本采集日期  样本接收日期  样本类型 检测类型 结果 结果报告日期  样本运送到其他
实验室进行确认 

  
____年__月__日 
 

 
____年__月__日 
 

□鼻拭子 
□咽拭子 
□鼻咽拭子 
□其他，请详

述： 

□聚合酶链反应

（PCR） 
□全基因组测序 
□部分基因组测序 
□其他，请详述 

□COVID-19阳性 
□COVID-19阴性 
□其他病原体阳性， 
请详述是哪种病原体： 

 
_____年__月__日 
 

□是 
如果是，请填写日

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否 
        

 

8b.血清学检测方法及结果： 
为采集的每份样本的每种类型的检测填写新行： 

实验室 
识别码 

样本采集日期  样本接收日期 样本类型 检测类型 结果（COVID-19
抗体滴度） 

结果报告日期  样本运送到其他 
实验室进行确认 

  
____年__月__日 
 

 
____年__月__日 
 

□血清 
□其他， 
请详述： 

详述类型（酶

联免疫吸附试

验（ELISA）或

免疫荧光法

（IFA）检测

IgM和IgG，中

和试验等））： 

 

□阳性 
如果阳性，滴度： 
             
□阴性 
□不确定 

 
______年___月___日 
 

□是 
如果是，请填写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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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表格填写情况 
表格已完成 
 

□是     □否或部分完成 
如选否或部分完成，原因： 
□漏填 
□未填 
□未调查 
□拒绝 
□其他，请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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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早期病例及其接触者（FFX）调查方案  

2. 密切接触者表格 

表 B1：接触者初次报告表——针对 COVID-19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第 1 天） 

 
确诊病例姓名 

 

 
确诊病例编号（ID）/聚集性疫情编号（如适用）： 

 

接触者编号（ID）（C ...）： 
注意：接触者编号应在填写表 A1 时生成。 

 
  

 
2.访谈对象信息（信息提供者非接触者本人时填写） 
姓名  
性别 □男    □女    □不详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与患者的关系  
调查对象地址  
电话（手机）号码  

 
3.接触者信息 
姓名  
性别 □男    □女    □不详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与病例的关系  
地址（省/地区、市行政区、村/镇）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首选联系方式 □手机  □单位  □家庭  □电子邮件 
国籍  
居住国家  
身份证号码/社保号码（非必填）  
民族（非必填）  

1.数据采集员信息 
数据采集员姓名  
数据采集员所在机构  
数据采集员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表格填写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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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般暴露信息 

过去14天内是否曾在国内旅行？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至 ______年___月___日 
到访地区： 
到访城市： 

过去14天内是否曾去国际旅行？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至 ______年___月___日 
到访国家： 
到访城市： 

过去14天内您是否接触过COVID-19疑似或确诊病例？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最后接触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职业（详述地点/机构名称） □ 医务人员 
□ 接触动物的工作   
□ 卫生实验室人员 
□ 学生 
□ 其他，请详述： 

 
请详述每个职业的地址或所属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 2 个部分说明： 

如果接触者是医务人员，请完成第 5 部分。 

如果接触者不是医务人员，请完成第 6 部分。 

 

5.暴露信息（如密切接触者是医务人员） 
职位职称（请具体填写）  
工作地点  
与确诊病例有过直接的身体接触（如医学操作时

发生身体接触） 
□是     □否 

医务人员在医疗机构内是否与有症状的确诊患者

有过长时间的面对面接触（＞15分钟）？ 
 
（可根据需要添加尽可能多的接触情况及日期） 

□是     □否 
 
如是，医务人员使用了哪些防护装备？ 
□隔离服 

□手套 

□护目镜 

□外科/医用口罩  
□NIOSH认证的N95口罩或欧盟标准FFP2口罩  
□FFP3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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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在医疗机构内是否与无症状的确诊患者

有过长时间的面对面接触（＞15分钟）？ 
 
（可根据需要添加尽可能多的接触情况及日期） 

□是□否 
 
如是，医务人员使用了哪些防护装备？ 
□隔离服 

□手套 

□护目镜 

□外科/医用口罩  
□NIOSH认证的N95口罩或欧盟标准FFP2口罩  
□FFP3口罩 

在进行产生气溶胶的操作时，接触者是否在场？ 
 

□是 
□否 
如果是，请详述操作内容和日期 
操作： ______年___月___日 
操作： ______年___月___日 
 
在操作进行时，接触者是否佩戴口罩？ 
□外科/医学口罩 
□NIOSH认证的N95口罩、欧盟标准FFP2口罩 
□FFP3口罩 
□未佩戴 

 

 

 

6. 暴露信息（如密切接触者非医务人员） 

接触类型 □家庭   
□其他，请详述： 
 

从第一次接触开始，详述在首发

病例有症状期间，与其接触的细

节特征 

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持续时间            （分钟） 

（可根据需要添加多个接触日期） 环境 □ 家庭 
□ 医疗机构 
□ 工作场所 
□ 旅行团 
其他，请详述： 

从第一次接触开始，详述在首发

病例无症状时，与其接触的细节

特征 

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持续时间            （分钟） 

（可根据需要添加多个接触日期） 环境 □ 家庭 
□ 医疗机构 
□ 工作场所 
□ 旅行团 
其他，请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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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接触者的症状 
从确诊病例症状出现前14天到现在，接触者是否出

现任何呼吸道症状（咽痛、流涕、咳嗽、气促）？ 
□是 
□否 

最后一次接触发生后14天内或到目前为止（以两者中

较早的时间为准），接触者是否出现任何呼吸道症状

（咽痛、流涕、咳嗽、气促）？ 

□是 
□否 

目前是否患病 □是      □否 
首发症状的日期和时间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上午    □下午 
发热（＞38℃）或发热史 □是     □否     □不详 

如是，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最高体温        ℃  □不适用 
6b. 呼吸系统症状 
咽痛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流涕 □是     □否     □不详 
咳嗽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 
气促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6c. 其他症状 
畏寒 □是     □否     □不详 
呕吐 □是     □否     □不详 
恶心 □是     □否     □不详 
腹泻 □是     □否     □不详 
头痛 □是     □否     □不详 
皮疹 □是     □否     □不详 
结膜炎 □是     □否     □不详 
肌肉疼痛 □是     □否     □不详 
关节疼痛 □是     □否     □不详 
食欲不振 □是     □否     □不详 
味觉或嗅觉（失嗅）丧失 □是     □否     □不详 
鼻衄 □是     □否     □不详 
乏力 □是     □否     □不详 
癫痫发作 □是     □否     □不详 
意识改变 □是     □否     □不详 
其他神经系统症状 
 

□是     □否     □不详 
如有，请详述 

其他症状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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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接触者的既往身体状况 
妊娠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注明妊娠分期： 
□孕早期 □孕中期 □孕晚期 □不详 

肥胖 □是      □否     □不详 
癌症 □是      □否     □不详 
糖尿病 □是      □否     □不详 
艾滋病（HIV）/其他免疫缺陷性疾病 □是      □否     □不详 
心脏病 □是      □否     □不详 
哮喘（需药物治疗） □是      □否     □不详 
慢性肺部疾病（非哮喘性） □是      □否     □不详 
慢性肝脏疾病 □是      □否     □不详 
慢性血液系统疾病 □是      □否     □不详 
慢性肾脏疾病 □是      □否     □不详 
慢性神经系统损害/疾病 □是      □否     □不详 
器官或骨髓移植受体 □是      □否     □不详 
其他既往身体状况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如需要，可添加备注  

 

7. 接触者的结局/现状（仅限接触者曾经发病或在患病期间填写） 
现状 □康复，如果是，请填写症状消失的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患病中 
□死亡，如果是，填写死亡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不详/失访 

是否曾需要住院？ □是     □否     □不详 
（注意，如果目前无法获知如下信息，请留白，并在获知结果后立即发送更新报告） 
如死亡，COVID-19感染对死亡作用： □根本原因/首要原因 

□协同作用/次要原因 
□并非死因  
□不详 
 

如死亡，是否尸检？ □是     □否     □不详 
如死亡，尸检报告的结果：（如有）  
如死亡，死亡证明上的死因（请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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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病毒学检测方法和结果： 
为采集的每份样本的每种类型的检测填写新行： 

实验室 
识别码 

样本采集日期 样本接收日期  样本类型 检测类型 结果 结果报告日期  样本运送到其他
实验室进行确认 

  
____年__月__日 
 

 
____年__月__日 
 

□鼻拭子 
□咽拭子 
□鼻咽拭子 
□其他，请详

述： 

□聚合酶链反应

（PCR） 
□全基因组测序 
□部分基因组测序 
□其他，请详述 

□COVID-19阳性 
□COVID-19阴性 
□其他病原体阳性， 
请详述是哪种病原体： 

 
____年__月__日 
 

□是 
如果是，请填写日

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否 
        

 

9b.血清学检测方法及结果： 
为采集的每份样本的每种类型的检测填写新行： 

实验室 
识别码 

样本采集日期 样本接收日期 样本类型 检测类型 结果（COVID-19
抗体滴度） 

结果报告日期  样本运送到其他 
实验室进行确认 

  
____年__月__日 
 

 
____年__月__日 
 

□血清 
□其他， 
请详述： 

详述类型（酶

联免疫吸附试

验（ELISA）或

免 疫 荧 光 法

（ IFA ）检测

IgM和IgG，中

和试验等）： 

 

□阳性 
如果阳性，滴度： 
             
□阴性 
□不确定 

 
______年___月___日 
 

□是 
如果是，请填写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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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表格完成情况 
表格已完成 □是     □否或部分完成 

如选否或部分完成，原因： 
□漏填 
□未填 
□未调查 
□拒绝 
□其他，请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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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早期病例及其接触者（FFX）调查方案 

表 B2：接触者随访表——针对 COVID-19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第 14-21 天） 

注释：此表中的信息可能已在接触者初始报告表（表 B1）中填写，无需重复填写任何已

完成的数据。 

确诊病例姓名： 
 

唯一确诊病例编号（ID）/聚集性病例群编号（如适用）： 
 

接触者编号（ID）（C ...）： 
 

 

 
 

2. 调查对象信息（如信息提供者不是接触者本人） 
姓名  
性别 □男□女□不详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与患者的关系  
调查对象地址  
电话（手机）号码  

 

3. 暴露信息  
接触类型 □家庭 

□医务人员 
□其他，请详述： 

从第一次接触开始，详述在首发

病例有症状期间，与其接触的细

节特征 

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持续时间            （分钟） 

（可根据需要添加多个接触日期） 环境 □ 家庭 
□ 医疗机构 
□ 工作场所 
□ 旅行团 
其他，请详述： 

1. 数据采集员信息 
数据采集员姓名  
数据采集员所在机构  
数据采集员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表格填写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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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接触开始，详述在首发

病例无症状时，与其接触的细节

特征 

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持续时间            （分钟） 

（可根据需要添加多个接触日期） 环境 □ 家庭 
□ 医疗机构 
□ 工作场所 
□ 旅行团 
其他，请详述： 

 
4a. 接触者的症状 
从确诊病例症状出现前14天到现在，接触者是否出

现任何呼吸道症状（咽痛、流涕、咳嗽、气促）？ 
□是 
□否 

最后一次接触发生后14天内或到目前为止（以两者中

较早的时间为准），接触者是否出现任何呼吸道症状

（咽痛、流涕、咳嗽、气促）？ 

□是 
□否 

目前是否患病 □是 □否 
如接触者在上次随访后出现症状，请填写以下部分： 
首发症状的日期和时间 ______年___月___日 

□上午□下午 
发热（＞38℃）或发热史 □是 □否 □不详 

如是，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_年___月___日 

最高体温        ℃  □不适用 
4b. 呼吸系统症状 
咽痛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流涕 □是     □否     □不详 
咳嗽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 
气促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4c. 其他症状 
畏寒 □是     □否     □不详 
呕吐 □是     □否     □不详 
恶心 □是     □否     □不详 
腹泻 □是     □否     □不详 
头痛 □是     □否     □不详 
皮疹 □是     □否     □不详 
结膜炎 □是     □否     □不详 
肌肉疼痛 □是     □否     □不详 
关节疼痛 □是     □否     □不详 
食欲不振 □是     □否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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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觉或嗅觉（失嗅）丧失 □是     □否      □不详 
鼻衄 □是     □否      □不详 
乏力 □是     □否      □不详 
癫痫发作 □是     □否      □不详 
意识改变 □是     □否      □不详 
其他神经系统症状 
 

□是     □否      □不详 
如有，请详述 

其他症状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详述： 

 
5. 接触者既往身体状况 

妊娠 

□是     □否      □不详 
如果是，请注明妊娠分期： 
□孕早期  □孕中期  □孕晚期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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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病毒学检测方法和结果： 
为采集的每份样本的每种类型的检测填写新行： 

实验室 
识别码 

样本采集日期  样本接收日期  样本类型 检测类型 结果 结果报告日期  样本运送到其他
实验室进行确认 

  
____年__月__日 
 

 
____年__月__日 
 

□鼻拭子 
□咽拭子 
□鼻咽拭子 
□其他，请详述： 

□聚合酶链反应

（PCR） 
□全基因组测序 
□部分基因组测序 
□其他，请详述 

□COVID-19阳性 
□COVID-19阴性 
□其他病原体阳性， 
请详述是哪种病原体： 

 
____年__月__日 
 

□是 
如果是，请填写日

期 
_____年__月__日 

 
□否 

        

 

6b. 血清学检测方法及结果： 
为采集的每份样本的每种类型的检测填写新行： 

实验室 
识别码 

样本采集日期  样本接收日期 样本类型 检测类型 结果（COVID-19
抗体滴度） 

结果报告日期  样本运送到其他 
实验室进行确认 

  
____年__月__日 
 

 
____年__月__日 
 

□血清 
□其他， 
请详述： 

详述类型（酶

联免疫吸附试

验（ELISA）或

免 疫 荧 光 法

（ IFA ）检测

IgM和IgG，中

和试验等）： 

 

□阳性 
如果阳性，滴度： 
             
□阴性 
□不确定 

 
______年___月___日 
 

□是 
如果是，请填写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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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接触者最终分类（最后一次随访时填写） 
请勾选 □未发病/不是病例 

□确诊为续发病例 
□失访 
□疑似病例 
□可能病例 

 
8.表格完成情况 
表格已完成 □是     □否或部分完成 

如选否或部分完成，原因： 
□漏填 
□未填 
□未调查 
□拒绝 
□其他，请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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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的症状日记（第 0-14 天） 

为每个密切接触者提供症状日记表，请他们在完成基线调查表（表 B1）后的至

少 14 天内，每日记录是否存在各种症状和体征。 
下面是症状日记的通用模板。面对临床表现和症状谱仍不明确的新病毒感染，

症状日记的内容可以扩展到包括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必要时需适当调整以纳

入超过 14 天的症状数据。 
如果接触者出现下述任何症状，请他们通知本地的公共卫生小组。 

天数 症状* 

无症状 
（核查是否

未出现过 
任何症状） 

发热 
≥38°C 流涕 咳嗽 咽痛 气促 

味觉或 
嗅觉丧失 

其他症状 

请详述 

0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3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4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5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6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7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8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9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0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1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2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3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4 □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请选择“无”表示无症状。如果“无”任何症状，则该条目填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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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FX 报告表：填写指南 

此说明为表格填写指南。建议将调查人员分为几个小组，包括 
• “病例报告员”小组 

• “接触者报告员”小组 

• “联络”组，负责与病例和接触者以外的其他数据源联络，如医院、实验室

等 

表 A0：最低限度数据报告表——针对 COVID-19 疑似病例和可能病例 
该表格应主要由“病例报告员”小组填写。 

内容 来源 核实途径 
病例分类 病例报告员  
报告员信息 病例报告员  
访谈对象信息 访谈对象  
患者信息 访谈对象  
医生信息 访谈对象 全科医生数据库 
患病情况 访谈对象 医务人员/病历回顾 
发病前14天暴露情况 访谈对象  
既往病史 访谈对象 医务人员/全科医生/病历回顾 
住院情况 访谈对象/医院 医院卫生信息系统 
检测结果 承担检测工作的实验室 实验室数据库 
接触者信息 访谈对象  

 
表 A1：病例初始报告表——针对 COVID-19 确诊病例（第 1 天） 
表 A2：病例随访表——针对 COVID-19 确诊病例（第 14-21 天） 
这些表格应由“病例报告员”小组填写。 

内容 来源  核实途径 
病例最终分类 病例报告员/医院  
报告员信息 病例报告员  
访谈对象信息 访谈对象  
结局/状态 访谈对象 统计数据、死亡率、全科医生/医院 
患病情况 访谈对象 医务人员/病历回顾 
临床病程/并发症 访谈对象/医务人员 病历回顾 
与国家安全系统的沟

通情况 
访谈对象/医院 国家社会卫生信息系统 

参考检测结果 承担检测工作的实验

室 
实验室数据库 

细菌感染 承担检测工作的实验

室 
实验室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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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接触者初次报告表——针对 COVID-19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第 1 天） 
此表应由“接触者报告员”小组填写，最好在“病例报告员”小组完成病例初次报告

表（A1）后的 24 小时内完成。 

内容 来源 核实途径 
报告员信息 接触者报告员  
访谈对象信息 访谈对象  
接触者信息 访谈对象  
暴露信息 访谈对象  
接触者患病情况 访谈对象 医务人员/病历回顾 
结局/状态 访谈对象 统计数据、死亡率、全科医生/医院 
病例分类 病例报告者员  
病毒学检测 承担检测工作的实验室 实验室数据库 
既往病史 访谈对象 医务人员/全科医生/病历回顾 

 

表 B2：接触者随访表——针对 COVID-19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第 14-21 天） 
此表应由“接触者报告员”小组填写。 

内容 来源  核实途径 

报告者信息 接触者报告者  
访谈对象信息 访谈对象  
接触者最终分类 接触者报告者  
暴露信息 访谈对象  
接触者发病情况 访谈对象 医务人员/病历回顾 
临床病程/并发症 访谈对象/医务人员访谈 病历回顾 
病毒学检测 承担检测工作的实验室 实验室数据库 

 
COVID-19 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的症状日记（第 1-14 天） 

此表应由接触者自己填写。 
为每个密切接触者提供症状日记表，请他们在完成基线调查表（表 B1）后的至

少 14 天内，每日记录是否存在各种症状和体征。 
下面是症状日记的通用模板。面对临床表现和症状谱仍不明确的新病毒感染，

症状日记的内容可以扩展到包括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必要时需适当调整以纳

入超过 14 天的症状数据。 
如果接触者出现上述任何症状，请他们通知当地的公共卫生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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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主要早期调查方案的特点和互补性比较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早期病例及其接触者（FFX） 

调查方案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家庭传播调查方案 
 

医务人员院内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 

潜在危险因素调查方案 

研究人群 一般人群早期少数确诊病例及其接

触者。 
COVID-19 确诊病例的家庭密切接触

者（流行病学研究单位比 FFX 调查

小）。 

收治 COVID-19 确诊病例的医疗机构

中的医务人员。 

目的 一般人群中的传播动力学、严重程度

和临床症状谱 
家庭中的传播动力学、严重程度和临床

症状谱。 
医疗机构这样的封闭环境中的传播动

力学、严重程度和临床症状谱。 

潜在 产出和结 果

分析 

主要产出为通过估计下述内容，了解

COVID-19 的传播动力学、严重程度

和临床症状谱： 

 COVID-19 感染的临床表现和相关

疾病的病程。 
 密切接触者中 COVID-19 的续发感

染率和临床续发率。 
 COVID-19 感染的序列间隔。 
 COVID-19 感染病例中出现临床症

状的比例（通过接触者追踪和实验

室检测获得）。 
 确定可能的传播途径。 

次要产出为： 

 COVID-19 感染的基本再生数（R0）。 
 COVID-19 感染的潜伏期。 
 初步的 COVID-19 感染和疾病严重

程度的比率（如住院率和病死率）。 

提供重要的流行病学数据，补充和加强

FFX 研究结果，包括： 

 有症状的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比

例。 
 潜伏期、传染期、可检测的病毒释放

期。 
 序列间隔。 
 再生数：COVID-19 的 R0和 R 
 临床危险因素、病程和疾病严重程

度。 
 高危人群。 
 续发感染率和临床续发率。 
 就医行为模式。 

通过估计下述内容，了解 COVID-19 在

医疗机构中的传播动力学： 

 医务人员的续发感染率。 
 临床表现的范围、感染的危险因素。 
 有症状的 COVID-19 感染者的血清

学应答情况。 
 发现可能的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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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周期 最低要求是，招募的病例和密切接触

者在入组时（第 1 天）和第 14-21 天

完成两次入户访问和数据及样本的

收集。 

入组家庭需在 28 天内完成至少 4 次入

户访问。 

招募期可以根据需要延长；但是，利用

数据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行动的

最有价值的阶段是疫情的早期（最初

2~3 个月）。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需在入组后的 21
天内完成至少 2 次随访。 

启动时间 COVID-19 确诊病例在本国出现的最

初几天启动。 

FFX 是各国疫情初期发现最早的

COVID-19 实验室确诊病例后，应对

COVID-19 暴发而启动的主要方案。 

理想情况是在广泛的社区传播发生前

开始：最初的几例 COVID-19 感染确诊

后尽早开始，最迟也要在早期病例确诊

后的 2~3 个月内启动。 

随后应追踪本国疫情早期 COVID-19
实验室确诊病例的家庭接触者。 

在医疗机构中首次发现 COVID-19 实

验室确诊病例时启动。 
 
随后应追踪本国流行 /大流行早期

COVID-19 实验室确诊病例的医务人

员接触者。 

招募 本国确诊的首批COVID-19病例及其

密切接触者将是首批招募的调查对

象。注：此前的大流行性流感

FF100/FFX 研究招募了 300-400 例患

者及其家庭接触者(17)。 

实验室确诊 COVID-19 感染的首发病

例的家庭接触者。 
本国流行/大流行早期 COVID-19 实验

室确诊病例的医务人员接触者。 

数据 和样本收 集

的最低要求 

数据收集：包括临床表现在内的流行

病学数据；暴露史（包括接触确诊病

例）；既往身体状况。 

标本：诊断 COVID-19 现症感染的呼

吸道（及其他）标本，提示血清流行

病学感染的血清标本。 

注：必须采集血清样本，为早期血清

流行病学推断提供信息，采集呼吸

（和其他）样本以诊断 COVID-19 当

前感染。 

 在第 1、7、14 和 28 天入户调查并采

集呼吸道样本。 
 在第 1 天和第 28 天采集血清样本，

高度鼓励在第 14 天增加一次血清采

集。 
 家庭接触者在 0-14 天记录症状日记，

高度鼓励持续记录至 28 天。 

注：必须采集血清样本，为早期血清流

行病学推断提供信息，采集呼吸（和其

他）样本以诊断 COVID-19 当前感染。 

 第 1 天和第 21 天后到访医院并采集

血清样本。 
 医务人员接触者在 0~14 天记录症状

日记，高度鼓励持续记录至 28 天。 
注：必须采集血清样本，为早期血清流

行病学推断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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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Go.Data 软件 

Go.Data：是什么？ 
Go.Data 是一个以病例数据（包括通过病例调查表获得的实验室、住院信息等变量）

和接触者数据（包括接触者随访）为核心的现场数据采集平台。Go.Data 平台的主要产

出是接触者追踪列表和传播链。 

Go.Data 软件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多平台 

Go.Data 可以提供多种运行方式（联机、脱机）和多种类型的安装（服务器、单机）。

它可以在一系列操作系统（Windows、Linux、Mac）上运行。此外，Go.Data 还有可选的

安卓和苹果系统的手机应用程序。该手机应用主要用于病例和接触者的数据收集，以及

接触者的追踪和随访。 

多语种 
Go.Data 是多语言的，可以通过用户界面添加和管理多种语言。 

可配置 
它具有强可配置性，可以管理： 

• 参考数据； 
• 位置数据，包括坐标； 
• 疫情数据，包括病例调查表和接触者

随访表上的变量。 
安装一个 Go.Data 系统可以管理多种

疾病的暴发。不同暴发可以按不同的方式

进行配置，以适应病原体或环境的具体特

点。 

病例和接触者资料收集 
用户可以添加病例、接触者和实验室结果数据。

此外，用户还可以选择创建可能相关的事件以进行暴

发调查。 
可以使用疫情参数（即接触者的随访天数、每日

需随访的次数）生成接触者随访列表。 
软件具备扩展的数据导入和导出功能，方便数据

管理者和分析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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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者随访 
Go.Data 具有使用网络应用程

序或可选手机应用程序执行接触

者追踪的功能。接触者随访数据以

列表、图表和操作面板的形式显

示。接触者追踪协调员可以查看每

个接触者追踪团队的工作量。 
 

 

扩展的可视化功能 
Go.Data 可生成以下形式的传播链： 

• 网络式，简单且层次分明； 
• 时间表，使用发病日期、报告日期或

最后接触日期； 
• 条形图，综合显示发病日期、住院数

据、实验室检测数据和结局。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一系列扩展功能，以管理用户、分配角色和权限、或限定对特

定暴发的访问。此外，他们还可以访问使用日志，并可以创建和还原备份以及管理任意

Go.Data 实例的设置。 
 

请访问 www.who.int/godata 网站或联系 godata@who.int 以获得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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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 Go.Data 平台服务器管理的三种可选方式 

选项 1 

集中管理服务器 

 选项 2 

国家管理服务器 

 选项 3 

独立安装 

某个区域或多个国家安装一个 Go.Data 系

统。在中央服务器的 Go.Data 实例上为每个

国家创建独立的暴发模块，并将用户访问权

限控制在暴发模块级别（即一个国家的用户

只能访问本国的病例和接触者数据）。 

 各国单独安装 Go.Data 系统。各国将

Go.Data 安装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 
 Go.Data 安装在本国的一台或多台计算机

上。通常是个人电脑或笔记本/手提电脑。

数据可以跨计算机复制。  

 更容易维护。 
 所有更新的安装都集中完成。 
 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手机同步。 

  各国对服务器有完全的所有权

和控制权。 
 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手机同

步。 

  可以快速实施。 
 使用者对计算机和数据有完全

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各国可能不愿意在外部服务器

上存放追踪接触者所需的详细

信息（如姓名、地址）。 
 集中式服务器的所有者和各成

员国需要就相关安排达成一致。 
 使用者帐户和用户访问权限是

集中管理的。 
 

  实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

为该方案需要政府批准并提供

基础设施。 
 需要专门的人员/团队管理服

务器。 
 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能力部署和

管理 Go.Data 平台服务器。 
 

  用户必须与计算机在同一位置

才能进行手机同步。 
 如果一个国家有多个实例，则

需要设置数据合并点。 
 个人数据存储在多台独立计算

机上。 
 Go.Data 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

时，其服务的可用性受限。 
 独立计算机的丢失或损坏增加

了安全风险。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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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ata 软件使用条款和软件许可协议 

在安装和/或使用 Go.Data 软件（“软件”）之前，请仔细阅读这些使用条款和软件

许可协议（“协议”）。 
在安装和/或使用本软件使，您（“被许可方”）需要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

织”）签订一份协议，并接受本协议的所有条款、条件和要求。 

1. 软件组件 
1.1. 该软件是世卫组织开发的产品（“软件”），授权您输入、上传和查看您的数据（“数
据”）。 

本协议对您已下载软件的使用进行约束和管理。 

2.第三方软件 
2.1. 软件中内嵌有第三方软件。该软件使用第三方源代码开放软件，第三方软件内嵌在

本软件中，并依照多种许可类型进行发布（包括Artic2.0、Apache2.0、“GNU Affero通
用公共许可证V3”、BSD（第3款）、ISC、WTFPL和“MIT许可证”）（“第三方组件”）。 

2.2. 世卫组织第三方软件的免责声明。世卫组织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第三

方组件无缺陷、无病毒、能够不间断地运行、可买卖、适合特定用途、准确、无侵权或

适用于您的技术系统。 

[2.3. 其它第三方软件。如果为了使用本软件而需要您签订用户许可证，世卫组织不属于

此类许可证的任何一方，因此世卫组织不承担任何责任、义务和/或参与任何此类协议。

任何违反您所签署的用户许可协议的任何条款和条件的行为，或因您使用此类用户许可

协议而造成的任何损害，世卫组织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2.4. 世卫组织不支持任何第三方软件。使用第三方组件或其它第三方软件并不意味着这

些产品得到世卫组织的认可或推荐，优于其他类似性质的产品。 

3. 软件的许可协议和使用条款 
3.1. 版权和许可协议。本软件版权所有（©）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并根据GNU Affero
通用公共许可证（GPL）第3版的条款发布。如本软件源代码所述，本软件包含或引用了

第三方组件，世卫组织根据GNU Affero GPL“版本3”发布本软件，并在某种程度上遵

守了这些软件相关条款规定。对于此类许可协议的使用或完整性，世卫组织不承担任何

义务或责任。 

4. 地图的版权、免责声明和使用条款 
4.1. 地图（内嵌在软件中）（“地图”）中显示的边界和名字以及使用的命名，不代表

世卫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合法地位的认可，或者对其边境或

分界划分的认可。地图上的虚线和短划线代表近似边界线，可能还未达成一致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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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与软件不同的是，世卫组织没有依据GNU-Affero-GPL下发布地图。这些地图不是基

于“R”语言开发，而是独立的，与软件分离运行，也不是与软件一起作为“整体的一部

分”进行发布，GPL中使用了这些术语和概念。 

5. 保留权利和使用限制 
5.1. 保留权利。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世卫组织拥有并应保留本软件的所有权利、所有

权和权益，包括其中包含的所有知识产权，包括(i)与本软件相关的所有服务商标、商标、

商业名称或任何其他名称；以及(ii)所有版权、专利权，商业秘密权，以及与软件有关的

其他所有权。本许可协议中的任何内容不得视为向被许可方转让软件或相关文件的任何

授权或所有权。 

5.2. 使用的技术限制。您不得从软件或任何支持材料（如相关文档）中删除任何世卫组

织标志或任何专有、专利或版权限制的通知。 

6. 世卫组织织名称和标志的确认和使用 
6.1. 不得声明或表达软件的结果是世卫组织的产品、意见或声明。此外，您不得(1)就您

使用本软件，声明或暗示世卫组织认可或与您或您对软件的使用、软件、地图有关联，

或世卫组织认可任何团体、组织、公司或产品，或(2)以任何方式使用世卫组织的名称或

标志。使用世卫组织名称和/或标志的所有请求均需事先获得世卫组织的书面批准。 

7. 世卫组织的免责声明 
7.1. 世卫组织不承认任何保证条款。世卫组织对本软件不作任何保证，并否认对与本软

件有关的任何信息、设备、产品或过程的准确性、完整性或有用性作出过任何法定或暗

示保证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对特定用途的设计或适用性的任何保证，即使世卫组织已被

告知此目的。世卫组织不表示使用本软件不会侵犯第三方的所有权。世卫组织“按原样”

提供软件，并不代表该软件具有可操作性、无缺陷、无病毒、能够不间断地运行，或适

合您的技术系统。 

7.2. 国家或地区名称。软件中使用的名称和材料表述，并不意味着世卫组织对任何国家、

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或边界的划定发表任何意见。 

7.3. 所提及公司或产品。任何提及的具体公司或某个厂家的产品，并不意味着它们得到

世卫组织的认可或推荐，而优于未提及的其他类似性质的公司。除错误和遗漏外，专有

产品的名称以大写字母开头。 

8. 世卫组织责任限制 
8.1. 对于因您使用本软件而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任何损失或损害，世卫组织概不负责。 

8.2. 关于软件及其使用、软件产生的结果，可能出现的任何间接、特殊、意外或从属损

害，世卫组织进一步明确了免责声明。 

8.3. 世卫组织明确排除因被许可人使用数据而可能产生的任何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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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您对世卫组织的赔偿 
9.1. 对于因您使用本软件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性质或种类的索赔、要求、诉讼原

因和责任，您应做出赔偿、使其免受损害，并自费为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代理人和雇员

进行辩护。 

10. 本协议的期限和终止 
10.1. 只要您在任何计算机系统或存储介质上保留有本软件的任何副本，本协议将继续

有效。一旦您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本协议将自动终止，包括根据本协议授予的权利。

此外，世卫组织可随时以任何理由书面通知您终止本协议，包括根据本协议授予的权利，

并立即生效。本协议是您与世卫组织就其主题事项达成的完整协议。本协议只能由您和

世卫组织共同书面协议进行修订。 

10.2. 本许可证因任何原因终止后，您应立即停止使用本软件，并销毁和/或从您的计算

机系统和存储介质中删除本软件的所有副本。 

11. 一般规定 
11.1. 未经世卫组织事先书面同意（不得无理拒绝），您不得转让本协议。 

11.2. 未经世卫组织书面批准，不得补充、修改、修订、发布或解除本协议。世卫组织保

留对本协议进行更改和更新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此类变更和更新应自发布之日起适

用。世卫组织对本协议项下任何违约或违约的任何弃权，不构成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弃

权，也不构成对任何相同或不同类型的后续违约或违约的弃权。 

11.3.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无效或不可执行，则在该程度上应被视为遗漏。协议的其

余部分应尽可能生效并执行。 

11.4. 本协议中的段落标题仅供参考。 

11.5. 与本协议的解释或适用有关的任何事项，如不在本协议条款范围内，应参照瑞士

法律解决。与本协议的解释或适用有关的任何争议，除非友好解决，否则应进行调解。

如果后者失败，则应通过仲裁解决争议。仲裁应按照双方商定的方式进行，如无协议，

则应按照《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双方应接受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 

12. 世卫组织的特权和豁免权 
12.1. 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标的物有关的任何许可或使用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上文第3.1节
中讨论的GNU通用公共许可）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世卫组织依据国内法或国际

法，放弃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并/或不得解释为世卫组织受任何国家管辖。 

 
 
© 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保留部分版权。本作品可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
同方式共享3.0政府间组织（CC-BY-NC-SA 3.0 IGO）许可协议下使用。 

 
WHO reference number: WHO/2019-nCoV/FFXprotocol/2020.3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igo/deed.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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