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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OVID-19背景下调整公共卫生和社交措施时的公共卫生标准 
 

 《在COVID-19的背景下调整公共卫生和社交措施时的 
注意事项》的附件 

2020年5月12日 

  

 

背景 

为了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世界各国实施了若干公共卫生和社交措施，其中包括大规模措施，例如

行动限制、学校关门和企业停工，地理区域检疫隔离以及国际旅行限制。随着当地流行病情况的变化，各国将相应地调

整（放松/恢复）这些措施。2020 年 4 月 16 日，世卫组织发布了一份临时指导文件，其中提供了关于在管理病例数反弹

风险的同时调整公共卫生和社交措施的建议。编写了一系列附件，以帮助指导各国在不同情况下调整各种公共卫生措

施。本附件显示了以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标准为基础调整公共卫生和社交措施的实用决策过程，应结合临时指导文件 1

一起阅读。 

本文件仅提出了公共卫生标准，但是还应考虑其它关键因素，例如经济因素、与安全有关的因素、人权、粮食安全

和公众情绪。 

本文件适用于已采取大规模公共卫生和社交措施并正在考虑对其进行调整的国家中的国家主管当局和决策者。 

 

如何使用标准 

这些标准分为三个领域，应评估这些领域以解决三个主要问题： 

1. 流行病学 - 疫情是否得到了控制？（是或否） 

2. 卫生系统 - 卫生系统是否能够应对调整某些措施后可能出现的COVID-19病例数反弹？（是或否） 

3. 公共卫生监测 - 公共卫生监测系统是否能够发现和管理病例及其接触者，并确定病例数反弹？（是或否） 

这些标准不是强制性规定，例如，由于缺乏数据，可能无法对其中一些标准进行应答。各国应尽可能关注与本国最

相关的标准，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阈值是指示性的，随着获得有关 COVID-19 流行病学的更多信息，可能需要重新审

查。建议在可行的情况下至少每周在亚国家行政层面根据标准进行一次系统评估。 

 

1. 有迹象表明疫情已得到控制 

关键衡量标准：有效传染数(Rt) <1 至少达两周 

从理论上讲，Rt（人群中每个感染病例导致继发病例的有效数量）低于 1，可以最好地表明疫情已得到控制并呈下

降趋势。现有一个估算 Rt 的程序包 2 以及一个互动应用程序 3。在人口众多的国家中，Rt 在全体人口中可能有差异，应

在亚国家级进行估算。 

基于以下一些或所有标准的定性评估可用于补充 Rt 的估计值，或者如果监测数据不足以可靠地评估 Rt，则可以评

估疫情是否得到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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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流行病学标准 

流行病学标准* 说明 

观察到的确诊病例和可能病例的出现率自最近的高峰期

以来在三周内下降了至少 50%并持续下降 

这表明，当维持或加强检测策略以检测更大比例的疑似病

例时，传播的减少相当于从最近的峰值减少一半只需三周

或更短的时间。 

在假设对疑似病例进行全面监测的情况下，至少在最近

两周内，COVID-19 阳性样本少于 5% 

只有通过对疑似病例进行全面监测和检测，即每周每千人

口约1例，才能解释阳性样本的百分比 

在前哨监测点检测的流感样疾病样本中，至少在最近两

周内，COVID-19 阳性样本少于 5% 

通过流感样疾病前哨监测，阳性样本百分比较低表明社区

传播率较低* 

至少 80%的病例来自接触者名单，并且可以联系到已知

的聚集性病例 

这表明已经确定了大多数传输链，为后续工作提供了机

会。但由于信息肯定不是在疫情高峰时收集的，所以上述

说法可能会有局限性。 

至少在过去 3 周内，确诊和可能病例中的死亡人数下降 这将表明病例总数正在减少，但得出结论会有约3周时间

的滞后。如果减少了检测，那么可能病例的死亡人数将更

加准确。 

至少在过去两周内，确诊和可能病例的住院人数和重症

监护病房人数持续下降。 

这表明，在住院标准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病例数有所减

少，但得出结论会有约1周时间的滞后。 

肺炎引起的按年龄分层的过高死亡率有所降低 在无法系统地检测肺炎病例的情况下，肺炎死亡率的降低

将间接表明由COVID-19导致的过高死亡率有所降低。 

* 趋势评估要求检测或度量策略中不发生任何变化 

两周的时间对应于最长潜伏期，是评估趋势变化的最短时间。 
 

2. 卫生系统能够应对在调整一些措施后可能出现的病例数反弹 

关键衡量标准：需要住院的新病例数少于卫生系统估计的医院和重症监护病房最高床位数（即卫生系统可以应付新

住院病例而不会不堪重负，同时还可以维持基本卫生服务的提供）4。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可以使用基于以下某些或全部标准的定性评估。 
 

表 2. 卫生系统标准 

卫生系统标准 说明 

所有 COVID-19 患者均可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治疗 

这表明卫生系统已恢复正常，所有条件（人员、病床、药

物、设备等）都可以提供与危机之前相同的医护标准。 

所有其他非 COVID-19 的重症患者都可以按照国家标准进

行治疗 

非 COVID-19 病症导致的医院内死亡率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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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系统可以负担 COVID-19病例数增加至少 20％的情况

或扩展以应对这种情况 

这表明，即使不得不应对因公共卫生和社交措施放松而引

起病例数反弹的情况，卫生系统也将是可持续的。这包括

足够的人员、设备、病床等。 

所有卫生设施以及在区县级均设有感染、预防和控制

（IPC）联络人（每 250张病床有 1个受过培训的专职 IPC

联络人） 

这表明对IPC活动进行协调、监督和培训的能力很强，包

括在初级卫生设施。 

所有卫生设施都进行 COVID-19 筛查 这是为了确保对所有来到医院的患者进行COVID-19评

估，以防止与卫生保健相关的感染。 

所有急诊设施均有隔离 COVID-19 疑似病例的机制 卫生系统有足够的能力隔离所有 COVID-19 患者 

 

3. 公共卫生监测可以发现大多数病例及其接触者 

国家应具有足够的实验室检测能力，并制定明确的检测策略以便可靠地识别病例。 

可以使用以下某些或所有标准进行定性评估。 

表 3. 公共卫生监测标准 

公共卫生监测标准 说明 

监测系统 

可以在 24 小时内识别、报告新病例并将数据包括在流行

病学分析中 
已建立了COVID-19监测系统，具有全面的地域覆盖面并

涵盖了所有高风险人群和社区。全面的监测包括在社区

级、初级保健层面和医院中的监测，以及通过前哨监测点

（如有）对流感及其它呼吸系统疾病进行的监测5。 

在国家应报告的疾病要求中，规定必须立即报告可能和确

诊的 COVID-19 病例 
这表明已制定适当的公共卫生政策，必须立即报告所有卫

生机构中的COVID-19病例。 

在封闭的居民区和脆弱群体中实施强化监测 这表明公共卫生主管当局已经确定了在居民区中居住的人

群或脆弱人群，并且加强了对这些人群的监测。 

在医院和社区中对与 COVID-19 相关的死亡进行死亡率监

测 
这表明能够快速可靠地追踪与COVID-19相关的死亡人

数。如有可能，应签发COVID-19死亡的医学死亡证明。

可以考虑其它的死亡率监测方法，例如宗教中心或墓地的

报告。 

每天报告针对 COVID-19 病毒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总数 了解检测分母，就可以表明监测活动的水平，而且检测阳

性率可以表明有症状个体中的传播力度。 

病例调查 

公共卫生快速反应小组在所有相关行政层面开展工作 COVID-19病例和聚集性病例快速调查能力的一种度量6。 

90％的疑似病例在症状发作后 48 小时内被隔离和确诊/解
除隔离 

这表明对新发病例的调查和隔离足够迅速，可以最大程度

地减少产生继发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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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者追踪7 

在病例确诊后的 72 小时内，至少有 80％的新发病例的密

切接触者被追踪到并接受了检疫隔离 
这表明，根据病例数和接触者的人数，有足够的能力追踪

接触者。 

对至少 80％的新发病例接触者进行 14 天的观察 在14天的期间内，每天应与接触者联系，而且在理想情况

下，接触者未提供反馈的时间不应该超过两天。 

有信息和数据管理系统，以管理接触者追踪及其它相关数

据 
在小规模范围内可以书面管理接触者追踪数据，而大规模

的接触者追踪可以通过电子工具（例如Go.Data接触者追

踪软件）予以支持。 
 

根据风险等级调整公共卫生和社交措施 

根据对三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确定风险等级（高、中、低）。此处所指的风险是对因放松措施而造成的负面后果以

及管理这些后果的能力进行整体评估的结果。风险等级可用于指导对公共卫生和社交措施进行的调整。在 COVID-19 大

流行背景下的所有应对阶段中，发现、检测和隔离病例、追踪接触者和检疫隔离仍然是公共卫生的核心措施。同样，必

须维持确保对卫生工作者和脆弱群体提供保护的措施。根据风险等级，必须采用其它措施，例如社区措施、限制大型集

会和减少引入病毒风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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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进一步的更新。否则，本临时指导文件将在发布之日起两年后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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