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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冠状病毒病公共卫生监测  

  
临时指导文件 
2020年 8 月 7 日  

 

    
 

背景 

本文件概述当前世卫组织关于人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引发2019冠状病毒病

（COVID-19）的公共卫生监测指导。该指南合并之前两份文件的内容并取而代之：人感染COVID-19病毒引发2019冠状

病毒病全球监测指导：临时指导文件以及人感染COVID-19监测战略：2020年5月10日临时指导文件。 

本文件应与世卫组织关于防范、准备和应对活动和接触者追踪的指导文件一起阅读。 

关于COVID-19的最新信息和其它指导文件，参见世卫组织COVID-19网站。 

新版本增加内容： 

• 修订疑似和可能病例的定义，加入COVID-19各类临床症状和体征的新知识，并考虑并非所有人都有检测机会

的情况 

• 新监测方法，包括对SARS-CoV-2的环境和血清学监测 

• 修改每周监测使用的变量，以符合新的病例定义和监测目标（即纳入可能病例、卫生保健工作者病例和报告病

例与死亡病例年龄分组的更新信息） 

• 介绍元数据收集对于分析解读监测数据的重要意义 

• 关于全球监测不再采用基于病例的报告，改为汇总报告的建议。 
 
文件目的 

本文件向会员国提供关于落实COVID-19监测以及世卫组织报告要求的指导。 

 

监测定义 

1. 病例定义 

以下疑似和可能病例的病例定义已被修订，融入关于最常见或预测性症状、COVID-19临床和放射学征象，以及已

知传播动力学的最新证据。目前的病例定义综合了COVID-19症状和体征的最新知识，来自以下方面： 

• 介绍COVID-19住院患者（如Guan 2020，Menni 2020）和非住院患者（如Spinato 2020；Tostamnn 2020，Struyf 

2020）各类COVID-19临床信息的出版物以及世卫组织COVID-19临床管理 

• 世卫组织与合作伙伴利用监测数据对最常见体征和症状的敏感性、特异性和预测价值的分析 

• 全球专家网络上支持定义验证工作的临床医生、放射科医生和实验室科学家的专家意见。 

各国需要根据当地的流行病学状况和其他因素调整COVID-19的病例定义。鼓励所有国家在线以及在定期情况报告

中公布经过调整的定义，并将可能影响监测数据解读的定期定义更新记录在案。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global-surveillance-for-covid-19-caused-by-human-infection-with-covid-19-virus-interim-guidance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global-surveillance-for-covid-19-caused-by-human-infection-with-covid-19-virus-interim-guidance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surveillance-strategies-for-covid-19-human-infection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critical-preparedness-readiness-and-response-actions-for-covid-19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contact-tracing-in-the-context-of-covid-19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clinical-management-of-covid-19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clinical-management-of-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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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 COVID-19 病例（两种疑似病例定义，A或 B）： 

A. 符合临床标准且符合流行病学标准者： 

临床标准：  

1. 急性发热并伴有咳嗽；  

或 

2. 任意三项或三项以上下列体征或症状急性发作：发热、咳嗽、全身乏力/疲劳1、头痛、肌痛、喉痛、鼻

炎、呼吸困难、厌食/恶心/呕吐、腹泻、精神状态改变。 

且符合 

流行病学标准：   

1. 在病毒传播风险高的地区居住或工作：例如，症状出现前14天内任意时间位于封闭居住环境和人道主义

环境，如流离失所者营地和类营地环境中； 

或 

2. 症状出现前14天内任意时间曾在出现社区传播2的区域居住或曾前往出现社区传播的区域；  

或 

3. 症状出现前14天内任意时间曾在医疗环境中工作，包括卫生保健设施和家庭环境在内。 

 

B. 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SARI：急性呼吸道感染，有发烧史或测量体温≥38 °c；咳嗽；过去 10 天内发病；需要住

院）。 

可能 COVID-19 病例： 

A. 符合上述临床标准且为可能病例或确诊病例的接触者，或与至少含一例确诊病例的聚集性疫情有流行病学联系。 

B. 胸部影像学表现显示可能患有COVID-19*的疑似病例（如上所述） 

* COVID-19典型胸部影像学表现包括以下内容（Manna 2020）： 

• 胸部放射线：模糊不清的阴影，常呈圆形，分布于肺外周及下肺部 

• 胸部CT：多发性两侧毛玻璃影，常呈圆形，分布于肺外周及下肺部  

• 肺部超声波：胸膜线增厚，B线（多灶性、离散性或融合性），有实变，伴或不伴空气支气管征。 

C. 最近出现无其他明确病因的嗅觉或味觉丧失。 

D. 成年人去世前发生呼吸窘迫，且为可能或确诊病例接触者，或与至少含一例确诊病例的聚集性疫情有流行病学联系，

未找到其他死因。  

 
 

 

1 斜线（/）分开的体征应合并计为一项。 
2 社区传播：评估各种因素后确定为发生较大规模局部疫情传播的国家/领地/地区，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大量无法与传播链建立联系的病例、哨点

实验室监测发现大量病例或哨点样本阳性检测结果增加（现有实验室呼吸道样本常规系统检测）、国家/领地/地区若干区域出现多起互不相关的聚集

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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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确诊病例： 

实验室确诊感染 COVID-19 者，不考虑临床体征症状。  

详情参见 2019 冠状病毒病疑似病例的实验室检测指导文件。 

注：如患者不完全符合临床或流行病学标准，应采用临床和公共卫生方法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查。监测病例定义不应

用于指导临床管理。 

2. 接触者定义 

接触者指某可能或确诊病例症状出现之前 2天及之后 14 天内曾与其有下列任一情况接触的人：  

1. 与某可能或确诊病例面对面接触，距离1米以内，时间15分钟以上 

2. 与某可能或确诊病例直接身体接触 

3. 直接护理可能或确诊COVID-19患者时未使用建议个人防护装备 

或 

4. 当地风险评估所示其他情况。 

关于接触者认定，详情参见 COVID-19 背景下的接触者追踪。 

注：无症状确诊病例的接触期为确诊所采用样本采集日期的之前 2 天及之后 14 天。 

3. COVID-19致死病例定义  

出于监测目的，COVID-19死亡病例定义为可能或确诊 COVID-19病例患者死于临床相容疾病，有其他无关 COVID-19

病情（如外伤）的明确死因者除外。发病和死亡之间不应有完全康复时期。 

4. 实验室检测建议 

应利用现有实验室检测调查疑似病例和可能病例是否携带 SARS-CoV-2 病毒。虽然可能和确诊病例的建议应对活动

基本相同，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对可能病例进行检测仍然有用，因为患者作为病例可以排除在外，减少隔离此类患者和

追踪其接触者的负担。 

根据具体地点的传播强度、病例数量和实验室能力，可以优先检测部分疑似或可能病例。世卫组织在 COVID-19 实

验室检测战略建议临时指导文件中提供了关于社区传播时如何确定优先检测人选的建议。 

 

会员国 COVID-19 监测建议 

本节概述会员国实施 COVID-19 全面国家监测时应当考虑的各种监测方法。本节强调必须酌情调整和加强现有国家

监测系统，并根据需要扩大监测能力。 

考虑国家监测能力时，会员国应按照下列要求定期向世卫组织报告。 

1. 宗旨和目标  

COVID-19 国家监测的宗旨是让公共卫生主管部门有能力减少 COVID-19 传播，从而控制相关发病率和死亡率。 

COVID-19 监测的目标是： 

• 能够快速发现、隔离、检测和管理病例 
• 监控COVID-19死亡病例趋势 

• 找到、追踪和隔离接触者  

• 发现并控制聚集性疫情和疫情暴发，尤其关注易感人群疫情 

• 指导针对性管控措施的实施和调整，同时促进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安全恢复 

• 评估大流行对卫生保健系统和社会的影响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10665-33150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10665-33150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10665-331495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publications?publicationtypes=df113943-c6f4-42a5-914f-0a0736769008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publications?publicationtypes=df113943-c6f4-42a5-914f-0a0736769008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laboratory-testing-for-2019-novel-coronavirus-in-suspected-human-cases-20200117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laboratory-testing-strategy-recommendations-for-covid-19-interim-guidance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laboratory-testing-strategy-recommendations-for-covid-19-interim-guidance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laboratory-testing-strategy-recommendations-for-covid-19-interim-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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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 SARS-CoV-2病毒较长期的流行趋势和进化 

• 帮助了解 SARS-CoV-2病毒、流感病毒和其他呼吸道病毒以及其他病原体的共同循环。 
 

2. 监测方法 

大多数国家需要大幅提升监测能力，以便迅速发现和护理COVID-19病例，追踪和隔离其接触者，并长期监测疾病

趋势。对COVID-19的全面国家监测将需要酌情调整和加强现有国家监测系统，并根据需要扩大监测能力。快速报告、

接触者追踪以及数据管理分析使用的数字技术可以支持这些能力。  

有力的全面监测一旦落实到位，即使在传播受到抑制或控制的地区，即使病例很少或为零，也应坚持执行。必须在

疫情暴发和/或广泛传播发生之前迅速发现COVID-19新病例和聚集性疫情。对COVID-19的持续监测对于了解更长期的流

行病学趋势也很重要，比如不同年龄组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哪些人群患重疾和死亡的风险更高，以及流行病学方面的潜

在长期变化。 

COVID-19全面监测的关键行动包括：  

• 利用、调整和加强现有监测系统 

• 加强实验室和检测能力 

• 为完成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和检测的工作，利用、调整和加强公共卫生人力资源 

• 将COVID-19列为强制报告疾病 

• 落实立即报告制度  

• 建立制度监督接触者追踪工作。 

应当通过监测流感样疾病（ILI）、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非典型肺炎和不明原因发热，进行全部或部分

病例抽样和实验室检测，保持其他传染病的常规症状监测，尤其是那些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呼吸道病原体引起的疾

病。为了解其他类似表现疾病的趋势用以指导适当公共卫生防范和临床管理工作，这种做法至关重要。 

3. COVID-19基本监测 

考虑到COVID-19疫情快速发展、呈指数性增长的可能性，应尽快发现和报告新病例和聚集性疫情，并在诊断后24

小时内将数据纳入所有相关流行病学分析之中。国家主管部门应该将COVID-19列为强制报告疾病，规定须立即报告。  

监测系统应当覆盖所有地区，并加强对易感人群或高危人群的监测。这就需要整合各级卫生保健体系、社区一级、

封闭居住环境和对其他易感群体的监测系统，包括接触者追踪工作。  

表一介绍各类站点监测系统如何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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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类站点/环境的监测系统 

 
             系统站点/
环境 病例即时通知  接触者追踪  病毒学监测 

聚集性疫情 
调查  

死亡率监测 血清学监测 

社区 X X  X X X 

初级保健站点 
（非哨点

ILI/ARI） 
X  X X   

医院 
（非哨点

ILI/SARI） 
X  X X X X 

哨点 ILI/ARI/ 
SARI 站点 X  X    

封闭环境*  X X  X X X 

与卫生保健相关

的 COVID-19 感

染 
X X  X X X 

*包括但不限于长期生活设施、监狱和宿舍。 

3.1 各类站点/环境的监测方法 

3.1.1 社区监测  

如果情况允许，有COVD-19症状和体征的个人和所有疑似病例都应当有渠道接受评估和检测，在初级保健一级完

成最为理想。当初级保健一级无法获得检测时，社区中的个人可以在COVID-19监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社区为基础的

监测（CBS）——由社区成员在社区内按部就班地发现和报告对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可能有助于弥补社区

与卫生保健系统之间的缺口。CBS中经过培训的志愿人员发出的警报通过既定的监测和转诊机制报告给卫生部门核实和

应对。关于建立 CBS 的更多指导，包括警报案例简单定义，参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链接。 

参与接触者追踪和聚集性疫情调查也是个人和社区协助监测COVID-19和打破传播链的重要途径。接触者追踪指的

是发现所有可能接触过COVID-19携带者的人并进行随访。自接触源病例之日起，每日随访这些接触者达14天，就有可

能查明有很大传染性风险和/或患病风险的人，在感染传播给其他人之前实施隔离。除接触者追踪外，还可结合逐户上门

发现病例、在住宅设施等封闭环境进行系统化检测，或对卫生工作者或关键劳动力等职业群体进行例行检测。请参阅

2019冠状病毒病的接触者追踪指南。 

3.1.2 初级保健一级的监测  

需要监测初级保健环境才能发现社区中的病例和聚集性疫情。如果情况允许，初级保健诊所应提供检测服务。补充

方案是建立COVID-19社区检测专用设施，例如免下车站点或社区楼宇中的固定站点。COVID-19可能或确诊患者应当在

确认后24小时内得到通知。快速数据报告和分析对于发现新病例和聚集性疫情以及启动接触者追踪至关重要。因此，每

个病例均应收集最低限度的数据变量：年龄、性别、居住地点、发病日期、检测样本采集日期和检测结果。可以通过在

线系统、手机应用、短信或电话向当地或国家公共卫生部门提供每日数据报告。初级保健一级各站点零报告制度——未

发现病例时报告零病例——对于核实监测系统一直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和监测病毒传播至关重要，每日报告最佳。 

https://www.cbsrc.org/resources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publications?publicationtypes=df113943-c6f4-42a5-914f-0a0736769008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publications?publicationtypes=df113943-c6f4-42a5-914f-0a073676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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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医院监测  

医院收治可能或确诊COVID-19患者入院，应在确认24小时内报告国家公共卫生主管部门。一些基本数据（例如患

者结局）可能无法立即获得，但通知公共卫生部门不得延迟。 

医院环境至少应收集以下基本数据：  

• 年龄、性别和居住地  

• 发病日期、样本采集日期、入院日期 

• 实验室检测类型和实验室检测结果 

• 病例是否为卫生保健工作者 

• 报告时患者病情严重程度（收治并通气治疗或收入重症监护病房） 

• 患者患病后结局（出院或死亡日期）。 

医院每日零报告制度对于确认监测系统一直处于正常运行状态至关重要。 

3.1.4 哨点站点（ILI/ARI/SARI）监测 

哨点症状监测是本文件所列其他监测的补充形式。哨点监测系统的优点是采用系统化标准检测方法，涉及其他

COVID-19监测方式的检测战略出现变化时也不会受到影响。 

对流感样疾病（ILI）、急性呼吸道感染（ARI）、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或肺炎进行初级保健一级和/或医

院哨点监测的国家应继续此类症状监测，并继续通过哨点网络按照现有病例定义收集呼吸道样本。各实验室应继续对常

规哨点流感样本进行病毒学检测，并增加样本的COVID-19检测。鼓励各国进行急性呼吸综合征全年哨点监测时对样本

进行COVID-19检测。 

在现有监测系统中，选择患者额外做COVID-19检测时最好具有一定人口代表性，并包含各年龄段和不同性别。如

果情况允许，继续从ILI和SARI哨点站收集样本，轻症和重症兼顾。人们认识到，根据当地形势、资源和流行病学，各

国可能会优先在住院患者（SARI或肺炎病例）中取样，以便掌握COVID-19在病情较重患者中的传播情况。  

通过哨点监测发现的COVID-19病例应经相关哨点站渠道报告计入国家COVID-19病例总体统计数据。 

关于COVID-19哨点站监测的指导，详情参见利用GISRS监测 COVID-19的操作注意事项。 

3.1.5 封闭环境  

有必要对在封闭环境中居住或工作的一些高风险人群专门加强监测，确保及时发现病例和聚集性疫情，比初级保健

或医院监测速度更快。在监狱、住宅设施、退休社区和残疾人护理院等封闭环境中生活的人尤其易感COVID-19。原因

包括所生活环境的传播概率可能高于大众水平，或者有健康问题或易感因素，会增加他们患重病和死亡的风险。加强封

闭环境监测的方法包括，通过每日筛查COVID-19症状和体征，如每日体温监测，主动发现病例；以及对受监测高风险

人群的所有成员实行每日零报告制度。 

3.2 卫生保健相关的COVID-19感染 

在实行卫生保健相关感染强制报告制度的国家，COVID-19病例不仅要计入COVID-19总体监测数据，还应作为优先

报告条件纳入强制报告制度。应调查和记录卫生保健环境中所有病例和聚集性疫情的源头和传播模式，以便快速控制疫

情。最好具体报告卫生工作者患有COVID-19的病例数量和死亡人数。关于卫生保健环境中卫生工作者感染COVID-19的

问题，更多详情参见以下链接及链接。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operational-considerations-for-covid-19-surveillance-using-gisrs-interim-guidance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HCW_Surveillance_Protocol-2020.1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early-investigations


2019 冠状病毒病公共卫生监测：临时指导文件 
 

-7- 

3.3 死亡率监测  

医院的COVID-19死亡（定义见下文）人数应每日报告。包括长期护理设施在内的社区COVID-19死亡人数若情况允

许也应每日报告，或者至少每周报告一次。医院和社区的COVID-19死亡病例均应记录年龄、性别和死亡地点。用于

COVID-19监测的死亡报告与死亡证明的法律要求不同，死亡证明应遵照民事登记制度例行要求办理。人口动态统计数

据应用于监测长期全因死亡率过高的情况。各国还应监测非特异性呼吸道因素（例如不明原因肺炎）导致的死亡病例，

这些可能属于未确诊COVID-19病例；并监测可能与COVID-19大流行对卫生系统影响相关的其他原因致死率变化。如果

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系统有限或不存在，可考虑进行快速死亡率监测。更多指导可以参阅文件揭示COVID-19的死

亡代价。 

3.4 实验室检测数据监测  

应收集所有相关实验室SARS-CoV-2检测人数的数据。虽然监测系统通常会记录COVID-19病例数量，但也有必要

收集检测标准和SARS-CoV-2病毒检测总人数（不同于检测次数，由于同一人可能重复检测，检测次数作为分母不够准

确）的相关信息。检测分母的数据可以反映监测活动水平，阳性检测结果的比例说明个体间传播强度。撰写本文时，世

卫组织推荐的确诊病例化验方法为核酸扩增（例如RT-PCR）。如果使用其他诊断方法，则应记录并报告检测次数以及

每种诊断方法确诊的病例。  

此外，哨点监测中的标准化取样和检测可以用于趋势监测。指导参见利用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GISRS）监测 

COVID-19的操作注意事项。 

4. 更多COVID-19监测方法和思路 

除了COVID-19全面监测的基本要素，还有更多方法可以用于COVID-19监测。目前正在开发新方法，例如对废水所

含SARS-CoV-2病毒的非感染性病毒片段进行环境监测，但这些方法还不够健全，不适合常规使用。 

4.1 基于事件的监测 

大力发展基于事件的监测（EBS）机制，可以进一步加强迅速判断COVID-19整体形势变化的能力。EBS从正规和

非正规渠道获取非结构化信息，例如各相关部门的在线内容、无线电广播和文字媒体，用以补充传统公共卫生监测工作。

EBS成功实施需要专门的人力资源和清晰的流程来处理大量信息，筛选、分类、验证、比较、评估和交流相关内容。多

年来已开发出大量基于网络的系统支持EBS工作，其中有不少通过世卫组织领导的开源流行病情报（EIOS）行动融为一

体。同样有必要监测其他潜在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同时出现，对生活有更多影响，并削弱COVID-19的应对工作。关于 

EBS 的指导，详情参阅https://africacdc.org/download/africa-cdc-event-based-surveillance-framework/。  

4.2 电话热线 

面向公众的咨询和转诊医疗服务电话热线，有助于提早发现疾病在社区传播的迹象。电话热线服务的有效运行需要

专门资源和经过培训的员工分流来电，并视情将来电者转诊到相关卫生保健服务或其他服务。 

4.3 参与式监测 

参与式疾病监测让公众能够自我报告体征或症状，无须卫生保健提供者进行实验室检测或评估（Menni，2020年）。

参与式疾病监测依赖自愿报告，往往通过专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实现。虽然这种类型的监测对于发现COVID-19病例可

能针对性不是很强，但是对公众自我报告疾病的趋势分析可以指明可能出现早期疾病传播的社区。参与式监测收集的数

据也能体现求医行为的变化，解读基于设施的监测数据时有必要对此有所了解。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revealing-the-toll-of-covid-19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revealing-the-toll-of-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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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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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cdc.org/download/africa-cdc-event-based-surveillance-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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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血清学监测  

人群血清抗体阳性率调查以及在特定环境/人群中使用血清学方法，有助于估测以抗体为标准的SARS-CoV-2病毒感

染人群比例。加强监测、调查和疫情研究，可以评估大众或亚人群以及特定年龄组的感染程度，还有可能评估未发现感

染比例（例如，无症状或亚临床感染）。关于COVID-19背景下血清学和血清流行病学的应用，详情参阅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erology-in-the-context-of-covid-19。        

4.5 人道主义及其他资源匮乏环境的监测 

在难民营和流离失所人口中，以及在其他人道主义或资源匮乏的环境下，落实监测工作可以考虑更多因素。 

病例发现可采用几种不同策略。基于事件的监测有助于发现早期警告和警报。早期预警、警报和响应（EWAR）系

统或CBS系统若已到位，应将COVID-19融入其中；情况允许的话可以主动发现病例。卫生保健设施可以实施症状监测。

监测和应对措施应优先关注易感人群，如卫生工作者、有重症风险因素者和就医渠道不足者，并优先关注疾病传播风险

高的封闭环境。 

检测战略应以符合世卫组织病例定义的疑似病例为准。根据传播分类、高风险群体和可用资源可以进一步分出优先

次序。 

详情参阅机构间指导文件扩大人道主义局势下COVID-19疫情防范应对工作的规模。关于人道主义行动、营地及其

他脆弱环境的更多指导，参阅链接。 

5. 监测数据的报告与分析 

上述COVID-19基本监测数据应每天报告、汇总和分析，没有病例时零报告。数据应在全国范围内汇总或在适当政

府行政级别（例如区、省、县、州）汇总。还应定期对年龄、性别、检测模式和严重程度进行更多深入分析。例行分析

报告应分发给监测系统中每个报告站点，最好通过政府网站公布。许多国家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开发了报告监测数据的

线上看板。 

面对这种新发疾病，要想有意义地解读监测数据，世卫组织建议分析监测数据并清楚说明：可能和确诊病例采用的

病例定义（例如，快速检测结果阳性者是否视为确诊病例）；发现策略（例如主动发现病例、社区发现病例）；以及检

测策略（针对性检测或系统化检测，仅限于住院患者的检测等等）；包括定义/标准的随时修改。定义和/或标准的修改

影响病例的确定，从而影响若干流行病学参数，如流行病曲线和病例死亡率的计算。  

相关数据应按下一节的要求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向世卫组织报告COVID-19监测数据。 

鼓励各国关注监测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和代表性等绩效指标，从而监督COVID-19监测的质量。 

向世卫组织报告 COVID-19监测数据 

世卫组织要求会员国每日报告病例数量和死亡人数，每周分层级汇总病例和死亡总数。 

1. 全球监测目标  

下列更新的目标根据迄今为止的全球监测情况确定。全球监测的目标是：  

• 监测COVID-19在各国以及全球的发展趋势 

• 监测COVID-19死亡率以及与其间接相关的死亡率  

• 估测卫生保健工作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 评估控制措施的影响力。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erology-in-the-context-of-covid-19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2020-04/IASC%20Interim%20Guidance%20on%20COVID-19%20for%20Outbreak%20Readiness%20and%20Response%20Operations%20-%20Camps%20and%20Camp-like%20Settings.pdf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humanitarian-operations-camps-and-other-fragile-settings
https://apps.who.int/iris/rest/bitstreams/1289940/retr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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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元数据 

要求会员国向世卫组织提供更多监测元数据，便于解读提交的监测数据： 

1. 各国采用的流行病学阶段/周的定义（如“周一至周日”） 

2. 各国采用的病例定义，以及定义开始使用的日期 

3. 各国落实的监测/发现战略以及战略实施日期 

4. 各国落实的检测战略以及战略实施日期 

5. 发布的所有情况报告。 

数据应使用 COVID-19 监测专用邮箱（covidsurveillance@who.int）提交，或通过世卫组织各区域办事处转交。 

2. 每日汇总数据收集  

每日 COVID-19 病例数量和死亡人数由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汇总，各办事处直接收到会员国提供的数据或从政府官

方公开资源（如卫生部网站）提取数据。因此鼓励会员国继续坚持每日提供数据。世卫组织收集每日 COVID-19 确诊病

例数量和死亡人数，在情况报告、全球看板（covid19.who.int）等处报告。 

除非另有说明（参见国家、领地或特定地区的更新和勘误表），数据统计以世卫组织病例定义为准，反映实验室确

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所有数据以报告日期而非症状发作日期为准。所有数据都要接受持续核查，根据回顾性更新进

行修改，以便准确反映趋势、各国病例定义和/或报告做法的变化。国家数据的重大调整在国家、领地或特定地区的更新

和勘误表中有相关说明。 

新增病例及死亡病例的计算方法是，当前总数减去以往累积总数。由于报告方法、截止时间、回顾性数据整理和报

告延误等方面的差异，新增病例数并非总能对应各国、各领地或地区公布的每日总数。  

关于收集和呈现数据，详情参见链接。 

3. 每周汇总报告 

坚持每周汇总报告的目的是获取全球 COVID-19 趋势的更多信息，用于深入分析。增加新变量的原因是要考虑新的

病例定义（包括可能病例）和全球监测目标（卫生保健工作者病例数量和死亡人数），见以下粗体内容：  

• 确诊病例数量 

• 可能病例数量 

• 确诊病例死亡人数 

• 可能病例死亡人数 

• 住院患者人数（确诊及可能病例） 

• 出院人数（确诊及可能病例） 

• 总病例数中卫生保健工作者感染人数（确诊+可能病例） 

• 总死亡人数中卫生保健工作者 COVID-19致死人数（确诊+可能病例） 

• 检测人数 

• PCR 检测人数 

• 不同年龄组和不同性别的确诊+可能病例数（见下文） 

• 不同年龄组和不同性别的确诊+可能病例死亡人数（见下文） 

• 传播分类。 

 

mailto:covidsurveillance@who.int
https://covid19.who.int/info/
https://covid19.who.int/info/
https://covid19.who.int/info/
https://www.who.int/who-documents-detail/log-of-major-changes-and-errata-in-who-daily-aggregate-case-and-death-count-data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global-surveillance-for-human-infection-with-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https://www.who.int/who-documents-detail/log-of-major-changes-and-errata-in-who-daily-aggregate-case-and-death-count-data
https://www.who.int/who-documents-detail/log-of-major-changes-and-errata-in-who-daily-aggregate-case-and-death-count-data
https://covid19.who.in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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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分段有最新修改：现规定分为下列年龄段（以年龄为单位）：0-4 岁，5-9 岁，10-14 岁，15-19 岁，20-29 岁，

30-39 岁，40-49 岁，50-59 岁，60-64 岁，65-69 岁，70-74 岁，75-79 岁，80 岁以上。 

这些数据可以通过 Excel 报告，使用表格“COVID-19 全球监测：世卫组织报告汇总数据流程-V2”，见链接。其中

包含一份数据字典。会员国还可使用周监测专用平台进行报告。会员国可利用周监测平台收集国家一级的最低限度数据

变量以及国家一级和地区级的传播情况，直接向世卫组织自行报告数据（如需详情以及获取登录凭证，请发电子邮件至

covidsurveillance@who.int)。建议酌情采用每周零病例报告制度。该平台提供数据可视化看板，输入新数据可直接实现

可视化。 

国家一级（行政级别 0）的传播级别应每周通过周汇总监测平台或通过电子邮件更新。如果会员国希望在周中更新

传播级别，应向 covidsurveillance@who.int 发送电子邮件告知。  

世卫组织建议使用下列级别描述国家一级（情况允许时包括地区级）的传播模式，用于指导防范、准备和应对活动 

的决策。 

表2：传播模式各级别定义 

级别编号  级别名称  定义 

1 无病例 无病例的国家/领地/地区 

2 散发病例 有少量输入病例或本地发现病例的国家/领地/地区  

3 聚集性疫情 按时间、地点和/或共同接触史，出现聚集性疫情的国家/领地/地区  

4 社区传播 出现大规模本地传播疫情的国家/领地/地区，按以下因素判断，但不限于

下列因素：  
- 大量病例无法与传播链建立联系 
- 哨点实验室监测发现大量病例，或哨点抽样阳性检测结果数量增加

（对现有实验室呼吸道样本的例行系统化检测） 

- 在国家/领地/地区的多个区域出现多起互不关联的聚集性疫情 

 

世卫组织要求会员国优先报告行政级别 0 所属传播级别。如果没有国家传播级别信息，世卫组织会按照各行政级别

1 报告的最高传播级别来确定国家一级的传播级别。 

大流行的过程中，传播级别可能视情升级或降级。当出现升级或降级时，世卫组织建议：  

• 传播升级时：随时报告变化（在下一次每周信息更新时） 

• 传播降级时：观察 28 天后再确认调低传播级别。 

改变传播级别之前，世卫组织建议会员国与世卫组织各国代表处磋商，讨论监测绩效和检测策略对观察到的流行病

学有何影响。 

会员国提交每个流行病周的周数据和传播级别的截止日期是下一周的星期四。即使本周没有新增病例报告（零报

告），会员国也应每周提交数据。  

这些数据将以未经世卫组织编辑或筛选的状态通过世卫组织网站公开提供给所有会员国和公众；可与其他数据汇集

起来，共同为国际应对行动提供参考，并定期以世卫组织最新情况报告等形式公布，造福所有会员国。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guidance-publications?publicationtypes=df113943-c6f4-42a5-914f-0a0736769008
mailto:covidsurveillance@who.int
mailto:covidsurveillance@who.int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critical-preparedness-readiness-and-response-actions-for-covid-19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critical-preparedness-readiness-and-response-actions-for-covid-19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critical-preparedness-readiness-and-response-actions-for-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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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病例的报告 

世卫组织不再要求以单个病例报告表的形式报告。  

经过与所属区域办事处协商，会员国可自愿继续提交病例报告表。关于基于病例的数据和分析策略以及结果分享的

数据共享政策由相关区域办事处负责管理。  

世卫组织建议中止基于病例的监测报告，但仍鼓励各国使用专用工具参与 COVID-19 患者临床数据报告，工具获取

地址为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Clinical_CRF-2020.4。 

5. 通过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GISRS）报告 COVID-19 病例  

世卫组织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GISRS）监测流感趋势和病毒学，该系统主要通过哨点监测

收集 ILI，ARI，SARI 和肺炎病例及死亡率的信息。我们鼓励各国维持和加强现有的哨点症状监测，并对流感监测收集

的样本增加 COVID-19 检测（参见 https://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covid19/en/）。应通过现有报告平台以及

现有格式和频率，利用 GISRS和 COVID-19汇总报告（见上文介绍），向世卫组织报告 GISRS站点提供的哨点症状监测

和实验室流感和 COVID-19 检测的数据（检测数量和阳性数量）。关于向 GISRS 报告，详情参见利用 GISRS 监测 

COVID-19 的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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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继续密切监测局势，以发现可能影响本临时指导文件的任何变化。如果任何因素发生变化，世卫组织将发

布一份更新。否则，本临时指导文件将在发布日期起2年后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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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CC-BY-NC-SA 3.0 IGO）许可协议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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