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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调查                            公共卫生行动

感染者是谁？

感染从哪里来？

传播到哪里去？

管本家

找上家

追下家

密切接触者判定和管理

追管下家，切断传播

提前管控潜在的传染源（即具有传染性的人）



密切接触者判定和管理指南（附件5）

一、判定原则

    （一）密切接触者

    （二）密接的密接

    （三）涉疫场所暴露人员

二、接触者管理

    （一）管理方式与期限

    （二）管理流程

    （三）管理要求

    （四）信息报告

附件：

5-1交通工具密切接触者判定指引

5-2密切接触者医学登记与汇总表1-4

u病例活动轨迹和流调信息

u三公(工)协同多部门技术手段

u大数据信息支撑

u公卫专业人员综合分析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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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定原则 

（一）密切接触者

n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症状出现前2天开始，或无症状感染者标本
采样前2天开始，与其有近距离接触但未采取有效防护的人员。

n对于通过多次核酸检测方式（如高风险职业人 群的定期核酸检
测）发现的病例，其密切接触者的判定时限为从最后一次核酸检
测阴性采样时间起至隔离管控前。

根据以上原则：新冠病例仅在发病前2天内具有传染性，2天之前的
密切接触者不用管理；无症状感染者最后一次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
间（或首次阳性采样前2天）之前的密切接触者不用管理。？？

需要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结合相关信息，根据传播风险判定



九种情况的人员

1. 共同居住生活人员；

2. 直接照顾或提供诊疗、护理服务者；

3. 探视病例的医护人员、家属或其他
有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4. 在同一空间内实施可能会产生气溶
胶诊疗活动的医护人员；
Ø陪护、候诊等在同一空间的所有人员？

5. 在办公室、会议室、车间、班组、
宿舍、教室等同一场所有近距离接
触的人员；

6. 密闭或通风不良环境下共用卫生间、
共乘电梯、共餐（同桌/邻桌/频繁
经过）、共同娱乐以及提供餐饮和
娱乐服务的人员；（不管做什么）

7. 乘坐同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
（1米内）人员， 包括交通工具上
照料护理人员、同行人员（家人、
同事、朋友等），具体判定原则见
附件5-1；

8. 暴露于被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污染
的环境和物品的人员；

9. 现场调查人员评估认为其他符合密切接触者判定标准的人员。



优先和适度扩大原则 

n优先判定和管理与病例接触频繁、持续时间长等感染风险较
高的密切接触者。

Ø先判、先管、先做核酸

Ø目的是把感染风险高的密接以最快速度甄别和管控起来

n对于较为复杂的病例活动场所（如餐厅、娱乐 场所、超市
等密闭空间场所），需结合场所监控录像、消费记录、场所
类型、环境状况、通风情况、个人防护情况等综合研判，基
于研判结果，可适度扩大密切接触者判定范围。



一、判定原则 

（二）密接的密接（次密接）

n对与感染风险较高的密切接触者同住、同餐、同工作
（学习）、同娱乐（如棋牌、卡拉0K）等接触频繁人
员判定为密接的密接。

n判定原则为密切接触者与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首次
暴露（发现晚的？）至该密切接触者被隔离管理前，
与密切接触者近距离接触但未采取有效防护的人员。

追管“次密接”是基于“前密接”可能已感染且具有传染性，存在
传染其密接的风险，基于不确定“前密接”是否感染具有传染性。



一、判定原则 

（三）涉疫场所暴露人员

n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共同暴露于婚
（丧）宴、餐馆、超市、商场、农贸（集贸）市场等
人员密集和密闭场所，

n但不符合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判定原则的人员。



二、接触者管理

1. 密切接触者管理（快、严）

n应当于发现后8小时内转运至集中隔离场所，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转运前尽量待在单独房间，戴好口罩。转运过程中做好被转运人和
转运工作人员个人防护，做好转运工具的消毒。

n“7+3”管理措施：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

n“5+5”管理措施：5天集中+5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n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不外出，如就医等特殊情况必需外出时做好个人
防护，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隔离管理期限自末次暴露算起，解除集中隔离后应“点对点”闭环返回至居住地

与
期
限

管
理
方
式

（一）



特殊人群可采取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1）14岁及以下儿童。

Ø若其父母或家人均为密切接触者， 
首选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在做好个
人防护和保持人际距离的情况下，
儿童可与父母或家人同居一室。

Ø如仅儿童为密切接触者, 可在社区
医务人员指导下，做好个人防护和
保持人际距离，由家人陪同儿童居
家隔离医学观察；

（2）半自理、无自理能力以及有严
重基础性疾病者。

Ø原则上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由指定人员进行护理。

Ø如确实无法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可在社区医务人员指导下，采取居
家隔离医学观察。

Ø应有家人陪同？

有基础疾病的人员和老年人不能作为陪护人员



居家管理（若达不到居家管理要求的，选择集中隔离）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Ø应在社区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

Ø单独居住或单间居住，尽量使用单
独卫生间

Ø做好个人防护，尽量减少与其他家
庭成员接触

Ø居家 隔离医学观察期间本人及共
同居住人不得外出。

居家健康监测:
Ø应在社 区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

Ø每天早、晚对其进行一次体温测量，
并询问其健康状况，给予必要的帮
助和指导。

Ø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不外出，如就医
等特殊情 况必需外出时做好个人防
护，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详见：附件9  新冠肺炎疫情隔离医学观察和居家健康监测指南



二、接触者管理

2. 密接的密接管理

n采取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每日做好体温和症状监测

n在第1、4、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n如密接的密接隔离观察期间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且对应的密
切接触者在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前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可
于第7天解除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是否可以提前？）；

n如密切接触者前两次核酸检测有阳性结果，将密接的密接调
整为密切接触者（需要综合分析判定哪些需要调整？），按
照密切接触者管理。

与
期
限

管
理
方
式

（一）

若已经明确“前密接”不具有传染性或是处在没有传染性阶段的次密
接是否还需要继续隔离管控？（关键是居家隔离要求真正做到了）



对密接的密接风险的讨论

n密切接触者若发病，哪些次密接（密接的密接）变为密切接触者

Ø按照密切接触者判定原则，是出现症状前2天起至隔离管控前的？

n密切接触者未发病，但某次核酸检测阳性，哪些次密接变为密切接触者

Ø按照密切接触者判定原则，是阳性标本采样前2天起或从最后一次核酸
检测阴性采样起至隔离管控前的？

n若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期间前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Ø按照密切接触者判定原则，其隔离管控前的次密接用不用管理？

n 若密切接触者发现和管理较晚，但未出现任何症状，且核酸检测阴性

Ø按照密切接触者判定原则,是否可以只追管其最近2天内的次密接？

前提：流调精准和核酸检测结果可靠，且不存在社区（或隐匿）传播



二、接触者管理

3. 涉疫场所暴露人员管理

n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共同暴露于婚
（丧）宴、餐馆、超市、商场、农贸（集 贸）市场等人
员密集和密闭场所，但不符合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
判定原则的涉疫场所暴露人员,

n经风险评估

–对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采取核酸检测措施，

–在判定后的第1、3天各开展一 次核酸检测。

与
期
限

管
理
方
式

（一）

涉疫场所暴露人员风险 ？ 



二、接触者管理

1. 知情告知。

Ø实施医学观察时，应当书面或口头告知医学观察的缘由、期限、法律依
据、注意事项和疾病相关知识，以及负责医学观察的医疗卫生机构及联
系人和联系方式。

2. 核酸检测。

Ø“7+3”管理的密接，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1、2、3、5、7天各开展
一次核酸检测；在居家健康监测的第3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Ø“5+5”管理的密接，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1、2、3、5天各开展一次
核 酸，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2、5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Ø密接的密接在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第1、4、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Ø较高风险的涉疫场所暴露人员在判定后的第1、3天各一 次核酸检测。

(二)

管理
流程



二、接触者管理

3. 健康监测。

n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不外出，如就医等特殊情 况必需外出时做好个人
防护，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Ø每天早、晚进行一次体温测量，并询问其健康状况，给予必要的帮
助和指导

4. 异常症状处理。

n医学观察期间，一旦出现任何症状，如发热、干咳、乏力、咽痛、
嗅（味） 觉减退、腹泻等，需立即向当地疾控机构报告，并按规定
送定点医疗机构诊治，采集标本开展实验室检测与排查工作。

Ø如结果为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应当对其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调查
和医学观察

(二)

管理
流程



二、接触者管理 

5. 医学观察解除。

n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解除时，对“人、物、环境” 同时采样进
行核酸检测，

Ø如结果均为阴性可解除集中隔离；

Ø如物品或环境核酸检测阳性，排除隔离对象感染的可能后，
方可解除集中隔离

n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期间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后解除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

n疑似病例排除后，其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可解除隔离医
学观。

(二)

管理
流程



二、接触者管理

 （三）管理要求 
n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应当独立居住，减少与他人接触，原
则上不得外出。

n如须外出，须经管理人员批准，并佩 戴N95/KN95颗粒物防护口罩。

 （四）信息报告。

n实施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填写《密切 接触者医
学观察健康状况监测个案表》，做好登记和统计汇总 （见附件5-2）
n及时通过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健康状况信息网络报告模块进行上报

n各地需对每一例上报信息做好质量审核。



附件5-1    交通工具密切接触者判定指引

1. 飞机。
Ø与病例同排和前后各三排座位的全部旅客

Ø在上述区域内提供客舱服务的乘务人员

Ø其他与病例有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2. 铁路列车。
全封闭空调列车，病例所在硬座、硬卧车 
厢或软卧同包厢的全部乘客和乘务人员

Ø非全封闭的普通列 车，病例同间软卧包厢
内，或同节硬座（硬卧）车厢内同格及前后
邻格的旅客，以及为该区域服务的乘务人员。

3. 汽车。
Ø全密封空调客车，与病例同乘
一辆汽车的所有人员。

Ø通风的普通客车，与病例同车
前后三排座位的乘客和驾乘人
员。

4. 轮船。
Ø与病例同一舱室内的全部人员

Ø为该舱室提供服务的乘务人员



附件5-2    附表1-4

1. 表1    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健康状况监测个案表。

2. 表2   新冠肺炎病例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登记表。

3. 表3    新冠肺炎病例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统计日报表

4. 表4   新冠肺炎病例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每日统计汇总表     



高质量的流调信息和高敏感的核酸检测结果

熟悉专业          一切从实际出发           综合分析
（传染性与传播风险）

判定：快速，优先，扩大
管理：快、严、准、实、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