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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已在世界

各地迅速传播，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每个社区。

各国为了减缓 COVID-19 传播已采取了严格的

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PHSM），包括限制国

内和国际旅行；居家今；关闭学校、商店和宗

教中心等。鉴于公共卫生主管部门考虑要解除

一部分措施，建立或实施强有力的监测对于控

制 COVID-19 传播、指导现行控制措施的开展

至关重要。 
监测 COVID-19 的目的是为了限制疾病的

传播，使公共卫生主管部门能够管控 COVID-19
的风险，从而尽可能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监

测对于监控 COVID-19 传播的长期趋势和病毒

演变也是必要的。 
本指导应与世卫组织有关准备、防范和响

应行动的指导文件一并参阅 1。 

本指南宗旨 

本文件概述了会员国实施国家全面监测

COVID-19 的策略，强调各国应适当调整、加

强国家现有系统，并根据需要扩大监测能力。 
世卫组织之前发布的“COVID-19 的全球

监测”指导文件提供了国际报告的建议和工具

（点击此处可获取）。会员国在审核监测策略

时，应保证有足够的能力向世卫组织进行报

告，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监测 COVID-19。 

COVID-19 监测目的与目标 

监测 COVID-19 的目的是为了限制疾病的

传播，使公共卫生主管部门能够管控 COVID-19
的风险，从而尽可能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 

COVID-19 的监测目标包括： 

• 快速检测、隔离、检查和管理疑似病例 
• 识别并随访接触者 
• 指导控制措施的实施 
• 发现并控制弱势人群的疫情暴发 
• 评估大流行对医疗系统和社会的影响 
• 监测 COVID-19 病毒的长期流行趋势

和演变 
• 了解 COVID-19 病毒与流感及其他呼

吸道病毒的共同传播 

COVID-19 监测的病例定义 

世卫组织关于 COVID-19 的最新病例定义

见人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全

球监测。 
流感样病例和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

定义见（https://www.who.int/influenza/surveillance_
monitoring/ili_sari_surveillance_case_definition/en/） 

一般注意事项 

大多数国家需要大力加强监测能力，能快

速识别 COVID‑19 病例、随访接触者，并持续

监测疾病的流行趋势。国家全面监测 COVID-19
需要适当调整、加强国家现有系统，并根据需

要扩大额外的监测能力。可利用数字化技术进

行数据的快速报告、管理和分析，这将大有裨

益。一经实施，即使在病例很少或没有病例的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surveillance-and-case-definitions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surveillance-and-case-definitions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surveillance-and-case-definitions
https://www.who.int/influenza/surveillance_monitoring/ili_sari_surveillance_case_definition/en/
https://www.who.int/influenza/surveillance_monitoring/ili_sari_surveillance_case_defini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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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也应该保持强有力的全面监测；关键是要

在发生广泛传播之前，迅速发现新增和聚集性

COVID-19 病例。持续监测 COVID-19 对于了

解疾病的长期趋势和病毒演变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维护并利用现有监测系

统对其他呼吸道疾病进行监测，如流感样疾病

（ILI）、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非

典型肺炎以及其他呼吸道疾病综合征。临床医

生和卫生服务管理者应该了解人群中其他呼吸

道疾病的流行趋势，以确保协调充足的资源来

诊断和管理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患者。 
全面开展 COVID-19 监测的关键事项包

括： 

• 使用、调整和加强现有的监测系统 
• 将 COVID-19 列为强制性报告疾病 
• 如果可行，实施即时报告 
• 在不同级别的医疗系统开展监测 

• 统计人口数以助于数据解释 
• 统计实验室检测数 
• 确保维持现有的呼吸道疾病（如

ILI/SARI）的监测工作 

COVID-19 的基本监测活动 

考虑到 COVID-19 病例在人群中可能迅速

呈现指数增长，应在 24小时内识别、报告新增

病例，并采用监测数据开展流行病学特征分

析。国家主管部门应考虑将 COVID-19 列为强

制性报告疾病，并要求即时报告。 
监测系统应全面覆盖各个地区，纳入所有

风险人员和社区。应加强对弱势人群或高风险

人群的监测。这需要在整个医疗系统、各级社

区和封闭的居住设施中追踪接触者，并同时针

对弱势人群进行监测。 
表 1 所示为监测系统如何通过不同监测点

全面收集数据。 

 

表 1. COVID-19 的监测类型和监测点 

监测类型 

监测点 

社区居民 
初级医疗机构

（非 ILI/SARI 
监测哨点） 

医院 
（非 ILI/SARI 
监测哨点） 

ILI/SARI 
监测哨点 

居住设施和 
弱势人群 

人口统计 
部门 

病例即时报告系统 X X X X X  

接触者追踪系统 X      

病毒哨点监测   X X   

病例哨点监测   X X   

聚集性病例调查 X X X X X  

特殊地区   X  X  

死亡率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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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对于 COVID-19 的监测非常重

要。有 COVID-19 症状和体征的居民应尽可能

在初级医疗机构接受检测。在初级医疗机构不

具备检测能力的地区，社区监测（社区参与监

控并向当地主管部门报告卫生事件）可能有助

于发现 COVID-19 聚集性病例。 
作为 COVID-19 监测的其他重要方式，居

民和社区可参与接触者追踪和聚集性疫情调

查。接触者追踪是指识别 COVID-19 患者可能

接触过的人员。在接触者与病例发生接触后的

14 天内，每日对其进行随访，可确认存在感染

和/或发病高风险的个体，并在其感染他人之前

进行隔离。追踪接触者的同时，可以挨户查找

病例或在封闭场所（如居住设施）内进行系统

性检测，或对职业人群进行常规检测。见

COVID-19 接触者追踪指南。 

初级医疗机构监测 

在初级医疗机构实施监测可以发现社区中

新增和聚集性病例。初级医疗诊所应尽可能具

备检测能力；或者是建立社区专用的 COVID-19
检测设施，例如在社区内设置临时或固定的场

所。应在发现 COVID-19 可能病例和确诊病例

后 24小时内上报。快速报告和分析数据对于发

现新增和聚集性病例至关重要。因此，仅应收

集最少变量的数据（例如，年龄、性别、发病

日期、采样日期、检测结果、检测地点）。可

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SMS 短信或电话在线向

当地或国家公共卫生主管部门报告数据。初级

医疗机构监测点的每日零报告——当未发现新

增病例时，病例数报告为零——对于核实监测

系统是否持续运行至关重要。 

医院监测 

医院应该在发现 COVID-19 可能或确诊病

例后 24小时内进行报告，并在 COVID-19病例

死亡后 24小时内报告死亡情况。有关 COVID-19
死亡病例报告的其他指导文件见此处链接。 

医院报告的最少基本数据包括以下变量： 

• 年龄、性别和居住地 
• 发病日期、采样日期、入院日期 
• 实验室检测结果 
• 入院时病情严重程度：是否收入重症

监护室（ICU）、是否接受机械通气 
• 病例是否为医务人员 
• 结局（出院或死亡）–此信息通常需要

随访获取，因为在发现病例后 24 小时

内一般不知道结局。 

利用现有的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GISRS）
进行哨点监测 

现有的流感样疾病（ILI）或急性呼吸道感

染（ ARI ）的哨点监测系统可用于监测

COVID-19 病毒在社区内的传播趋势，并确保

可以发现其他重点呼吸道疾病。如何将

COVID-19 相关监测内容与全球流感监测和应

对系统（GISRS）相整合，可参考《使用

GISRS 监测 COVID-19 的操作注意事项》2。 
可以通过 ILI、ARI 和 SARI（严重急性呼

吸道感染）哨点医院获得的临床标本对

COVID-19 进行病毒学哨点监测。流行病学和

病毒学监测的整合非常重要，可用于监控

COVID-19 病毒的传播和演变、了解 COVID 病

毒与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病毒的共同传播、后续

解释 COVID-19 相关呼吸道疾病的流行学和观

察资料、支持诊断检测技术的更新。基因序列

数据应存放在公众可访问的序列数据库中（例

如 GISAID、GenBank）。 

加强对居住设施和弱势人群的监测 

必须专门加强对某些高风险人群的监测，

以确保迅速发现新增和聚集性病例。基于这种

监测方式收集此类高风险人群的数据，其病例

发现速度要高于基于初级医疗机构或医院的监

测方式。生活在封闭环境（例如监狱）或居住

设施（例如退休社区或残疾人看护机构）的人

群可能会因为无法自行求助而处于非常弱势的

地位。弱势人群可能因为生活环境的传播风险

高于普通人，或自身的健康状况或易感因素而

导致患重症风险增加。加强监测的措施包括每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2049/WHO-2019-nCoV-Contact_Tracing-2020.1-eng.pdf
https://www.who.int/classifications/icd/covid1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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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筛查症状和体征（包括每日体温监测）、对

高风险人群每日进行零报告以主动发现病例。 
强制性报告医院获得性（院内）感染的国

家应将 COVID-19 列为优先即时报告的疾病。

应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方面调查和记录所有聚

集性病例，以便快速控制疫情。至少应系统地

将医务人员感染情况纳入国家监测系统。理想

情况下，可基于专题设计系统性的收集医务人

员感染的相关数据。评估医疗机构中医务人员

感染 COVID-19 潜在危险因素的方案见此处链

接。 

对于难民营、流离失所人口以及其他人道

主义或资源匮乏地区，还需要考虑到其他因

素，可参考此处链接的其他指导文件。 

死亡监测 

医院应报告每日 COVID-19 导致的死亡人

数。理想情况下，社区应每日或至少每周报告

COVID-19 导致的死亡人数。监测不明原因呼

吸道疾病（不明原因肺炎）导致的死亡人数可

能也有益处。应报告医院和社区所有 COVID-19
死亡病例的年龄、性别和死亡地点。应根据

《COVID-19 死亡的认证和分类（编码）国际

指南》签发 COVID-19 的医学死亡证明，并按

正常要求向人口统计部门报告。在死亡登记和

报告受到限制的社区，可以考虑采用其他方法

监测死亡，例如通过宗教中心或墓地进行报

告。死亡率调查不适合作为持续获得当前

COVID-19 死亡率的监测方法，但可能有助于

回顾性评估 COVID-19 造成的总体死亡负担。 

实验室检测数据 

应统计所有相关实验室进行 COVID-19 病

毒（即 SARS-CoV-2）检测的次数。尽管监测

系统通常能捕获到 COVID-19 的病例数，但收

集 COVID-19 病毒实验室检测总数的信息也很

重要。检测总数可以反映监测水平，阳性占比

可以反映有症状患者的传播强度。在撰写本文

件时，聚合酶链反应（PCR）是最常见的实验

室诊断方法。如果采用其他实验室诊断方法，

则需要记录检测的次数和确诊的病例数。 

监测数据的报告和分析 

应每日对上述 COVID-19 的基本监测数据

进行报告、汇总和分析，若无病例，则报告为

零。应以国家或适当的政府行政管辖区域范围

（例如，州、省、地区）为单位汇总数据。还

应定期从年龄、性别、检测方法、合并症和危

险因素、症状和严重程度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

分析。应将常规的分析报告分发至监测系统的

每个报告点，并且最好在政府网站上公开。许

多国家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已使用线上仪表盘

来报告每日的监测数据。应根据全球监测指导

文件向世卫组织在线报告相关数据。在使用全

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GISRS）进行哨点监

测时，应根据《使用 GISRS 监测 COVID-19 的

操作注意事项》将每周的汇总数据报告给

FluNet 和 FluID。 

附件：COVID-19 的其他监测方法 

除了全面监测 COVID-19 的基本要素外，

还可以使用现有的其他监测方法。目前正在探

索各种监测方法，例如血清学检测和环境废水

样品监测。 

事件监测 

通过强大的事件监测（EBS）机制，可以

进一步加强快速发现 COVID-19 整体形势变化

的能力。事件监测机制可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

道（例如所有相关部门的网络信息、广播和印

刷品）捕获非结构化信息，对常规的公共卫生

监测工作进行补充。欲成功实施事件监测机

制，需要专门的人力资源和清晰的流程来筛选

大量信息，包括对相关内容进行筛选、分类、

核实、比较、评估和传达。多年来已开发出许

多网页系统来支持事件监测机制相关活动，其

中许多是通过世卫组织牵头的开源的流行病情

报（EIOS）倡议汇总在一起。对同时可能发生

的其他潜在事件进行监测也同样重要，这些事

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生活和 COVID-19 的响应

工作。更多有关事件监测机制的指导，请参见

此处链接和此处链接。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early-investigations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humanitarian-operations-camps-and-other-fragile-settings
https://www.who.int/classifications/icd/Guidelines_Cause_of_Death_COVID-19.pdf
https://www.who.int/classifications/icd/Guidelines_Cause_of_Death_COVID-19.pdf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06/WHO-2019-nCoV-SurveillanceGuidance-2020.6-eng.pdf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06/WHO-2019-nCoV-SurveillanceGuidance-2020.6-eng.pdf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operational-considerations-for-covid-19-surveillance-using-gisrs-interim-guidance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operational-considerations-for-covid-19-surveillance-using-gisrs-interim-guidance
https://www.who.int/eios
https://www.who.int/eios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07737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112667


人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监测策略：临时指导文件 
 

-5- 

参与式监测 

参与式疾病监测是指未经实验室检测或医

学评估的公众自我报告症状或体征。参与式疾

病监测依赖于自愿报告，经常通过智能手机专

用的应用程序来优化实现。 
尽管这种监测方式可能对于识别 COVID-19

病例并不是很具体，但分析公众自我报告的疾

病趋势可以指示社区发现疾病的早期传播。参

与式监测收集的数据还可以反映就医行为的变

化，这对于解释基于机构的监测数据非常重

要。 

电话热线 

公众通过电话热线来咨询问题以及申请医

疗机构转诊服务，可能会反映疾病早期在社区

中传播的迹象。电话热线服务能够有效地运

行，需要专门的资源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对电话

内容进行分类，并将致电者恰当地转介至相关

医疗或其他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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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继续密切监测局势，以防出现可

能影响到本临时指导的任何变化。如果任何因

素发生改变，世卫组织将进一步更新本文件。

除此以外，本临时指导文件将在发布之日起两

年后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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