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感染 H7N9禽流感流行病学调查方案 

 

一、调查目的 

（一）发现病例可能的感染来源和感染危险因素，为阐明疾病的

特征和规律、评估人际传播和流行风险积累证据。 

（二）发现、追踪和管理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和可疑暴露者。 

（三）为制订疾病干预措施和评估措施的有效性提供依据。 

二、组织与实施 

（一）县级卫生部门。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疫情调查的

组织及领导；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在接到疫情报告后 2小时内

开展具体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及时采取相应预防、控制措施，并将

调查结果及时向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二）市级及以上卫生部门。市级及以上疾控机构可受同级卫生

行政部门派遣或根据实际情况需要派遣调查组前往疫情发生地指导

疫情发生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三）调查准备。调查单位应当迅速成立现场调查组，制订流行

病学调查计划，明确调查目的、调查组人员组成，确定成员的任务及

职责。调查组成员一般包括流行病学、临床、实验室及相关工作人员。 

三、单例病例调查内容和方法 

开展病例诊疗和调查的医疗机构、疾控机构要依据《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调查表——临床部分》（附表 1）和《人感染 H7N9 禽流



感病例调查表——流行病学部分》（附表 2）进行病例的临床诊疗、

流行病学和实验室检测信息的调查、整理和报告。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病例基本情况、发病就诊经过、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诊断和转归情况、病例家庭及家居环境情况、暴露史、

密切接触者情况等。 

（一）诊疗情况。疾控机构通过查阅病历，询问病例、知情人和

就诊医生，获得病例的完整发病就诊经过。医疗机构负责收集病例的

临床相关信息包括临床表现、既往健康状况、治疗、并发症、结局等。 

（二）病例家庭及家居环境情况。通过询问及现场调查了解病例

家庭人员情况，家庭居住位置，家居环境，家禽饲养和病死情况等。 

（三）病例发病前 10天内暴露史。 

1.与禽类接触及防护情况：饲养、贩卖、屠宰、捕杀、加工、处

理禽类等接触及防护情况。 

2.环境暴露情况，如在禽类养殖场所或有活禽摊位的农贸市场等

暴露情况。 

3.与 H7N9 禽流感病例或其他发热呼吸道病人的接触情况：接触

方式、时间、接触时采取防护措施情况等。 

4.旅行情况，以了解其是否到过有人间病例出现的地区、或 H7N9

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地区旅行。 

（四）病例密切接触者情况。确定病例发病前一天至隔离治疗前

或死亡前的详细活动范围，追踪密切接触者。 



（五）对病例可能暴露的禽类饲养或交易等场所，应当采集禽类

粪便、笼具涂拭标本、环境污水等标本开展病原学检测。 

四、聚集性病例现场调查内容 

通过核实病例诊断，开展流行病学、血清学和病原学调查，重点

调查聚集性病例的可能感染来源，以帮助判断是否存在可能的人间传

播或共同暴露。 

（一）明确诊断 

采集可疑病人的呼吸道标本（咽拭子、气管抽取物等）、血清等

任何可能的标本，收集任何现存的病例标本，进行实验室检测和诊断。 

（二）流行病学调查 

详尽调查病例发病前 10 天各自和/或共同的禽类相关暴露史以

及相互之间的接触史，按照时间序列，记录和分析暴露（接触）的时

间、方式、频次和强度，判断其可能的感染来源。 

（三）血清学调查 

1、密切接触者：尽可能采集密切接触者（包括病例的家庭或社

会密切接触者、无防护或防护不足诊治或护理过病例的医护人员密切

接触者）的接触病例后 7天内的第一份和接触后 3-4周的第二份血清，

通过血清学调查的结果和医学观察，了解在密切接触者中是否存在人

际传播，并完善对疾病谱的了解。 

2、可疑暴露者：在怀疑聚集性病例可能有共同暴露史时（如共

同暴露于有 H7N9 禽流感病毒实验室检测阳性证据的禽类，或共同暴

露于某一活禽市场等）,应尽可能采集其他可疑暴露者在共同暴露后



7 天内的血清，并在 2～3 周后采集第二份血清（或者采集共同暴露

后 4周的单份血清）。 

（四）病原学调查 

采集所有病例的呼吸道标本，以及可疑传染来源如禽类粪便和环

境相关标本等进行病毒分离，将分离到的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和同源性

分析，以帮助判断是否存在人际传播或因共同暴露而感染。 

五、调查信息的上报与分析 

（一）病例须先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进行传染病

卡片报告，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到该病例，

并“纳入专病管理”后，才可继续填报病例的调查表信息（临床和流

行病学部分）。调查表、填报说明和操作手册可在“人感染 H7N9 禽

流感信息管理系统”的“监测信息反馈”和“操作手册下载”栏目中

下载。 

（二）实施诊疗的医疗机构要通过“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信息管

理系统”每日填报确诊病例的病情转归信息，并在其出院或死亡后

24小时内网上填报《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调查表——临床部分》

（附表 1）。对于死亡病例，要认真填写死亡医学证明书的相关内容，

通过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进行网络直报。 

（三）病例所在辖区的县级疾控机构完成初步调查后，要网上填

报《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调查表——流行病学部分》（附表 2），

并根据调查进展，及时补充完善调查表信息，每日更新其中的密切接

触者医学观察情况。聚集性病例中的疑似病例也要求填报调查表的流



行病学部分（附表 2）。后期调查过程中发现的聚集性病例，要修改

病例调查表中有关聚集性病例的相关信息。 

（四）如已报告的病例转院治疗，转出医疗机构要通过“人感染

H7N9禽流感信息管理系统”操作“转出”。接受医疗机构要通过上述

系统对该病例信息进行查询核实，并操作“收治”。 

（五）本方案下发前上报的确诊病例，请于 6月 30日期前补充

填报完病例调查表的临床和流行病学部分。我中心于 2013 年 4 月 8

日下发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收集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关

键信息的紧急通知（中疾控应急发〔2013〕113号）中规定的信息报

送内容、报送方式从本通知下发之日起终止。 

（六）聚集性病例一经确认后，辖区疾控中心应于 2小时内通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络直报，并根据事件进展

及时进行进程报告和结案报告。 

（七）及时对流行病学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撰写流行病学调查

报告，并及时向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附表 1: 

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调查表------临床部分 
一、基本信息 

1.姓名_____________      2.性别     □ 男    □ 女 

3.出生日期 □□□□年□□月□□日 

如果不知道其生日，请填写年龄 

□ 阴历   □ 阳历   □ 不清楚 

□□□岁或 □□月（婴幼儿）、 

4.国籍   □ 中国   □ 其他，请详述_____________ 

5.民族   □ 汉族   □ 其他，请详述_____________ 

6.身高   □□□cm 7.体重   □□□kg 

8.身份证号码：□□□□□□□□□□□□□□□□□□ 

二、发病诊疗经过 

1. 发病日期：□□□□年□□月□□日 

2. 发病时的主要症状（可多选）：□发热_____℃  □咳嗽   □咽痛   □乏力 

□肌肉酸痛 □其他__________ 

3．首次就诊日期：□□□□年□□月□□日 

4. 首次入院日期：□□□□年□□月□□日 

5. 入住本医院的诊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诊断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的日期      □□□□年□□月□□日 

7. 诊断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的日期      □□□□年□□月□□日 

8. 呼吸困难是否出现过：□是，首次出现的日期   □□□□年□□月□□日 

□否 

三、既往健康信息 

1.是否有以下慢性基础疾病？ 

1.1  慢性肺部疾病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哮喘    □支气管扩张     □慢性支气管炎     □肺气肿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肺间质病   □慢性呼吸衰竭      □其他______     _______  

1.2  心脑血管疾病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高血压      □冠心病        □心肌病     □心脏瓣膜病    



□慢性心力衰竭    □脑出血    □脑梗塞     □其他________  

1.3  代谢性疾病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糖尿病      □高脂血症     □其他__     _______ 

1.4  慢性肾脏疾病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 肾小球疾病  □肾小管间质病   □肾血管性疾病   □肾盂肾炎  

□其他_________ 

          （如有上述任一选项，必须同时填写是否有肾功能不全） 

肾功能不全      □是    □否    □不清楚 

1.5  慢性肝脏疾病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慢性肝炎  □脂肪肝   □肝硬化   □其他_________     

1.6  风湿免疫性疾病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   □干燥综合征    

□皮肌炎    其他_________ 

1.7  血液系统疾病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贫血    □其他_________ 

1.8  血液和/或器官的癌症/肿瘤 

     □是，_____________    □否    □不清楚   

1.9  发病时处于免疫抑制状态（HIV/AIDS、 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药物治疗、或器 

官移植后、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是，_____________    □否    □不清楚 

1.10  神经系统或神经肌肉功能障碍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脑炎    □脑膜炎   □中枢性瘫痪    □癫痫发作 

□其他_________ 

1.11  其他疾病 1 _____________  

1.12  其他疾病 2 _____________  

1.13  其他疾病 3 _____________  

2.是否怀孕？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孕期_______周，第 _____ 次   

3.疫苗接种史 

发病前 1年是否接种过季节性流感疫苗？    □是    □否    □不清楚 

4.生活习惯 

4.1  现在是否吸烟:  □是    □否（跳转至 4.1.2）  □不详（跳转至 4.2） 

     4.1.1 如“是”：吸烟量：____支/天，吸烟____年。 



（吸烟指数=每日吸烟支数×吸烟年数，自动生成） 

4.1.2 如“否”： 

4.1.2.1 是否一直不吸烟     □是                  □否    □不详 

4.1.2.2 是否戒烟           □是，已戒烟___年     □否    □不详 

4.2  平时是否喝酒情况：□是  □否（跳转至 4.2.2） □不详（跳转至第四部分） 

4.2.1 如“是”：酒量：_____两/天，一般喝的酒精度数______,喝酒____年 

     4.2.2 如“否”： 

4.2.2.1 是否一直不喝酒     □是                  □否    □不详 

4.2.2.2 是否戒酒           □是，已戒酒___年     □否    □不详 

四、治疗 

1.发病后是否使用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类抗病毒药物治疗？ 

□是            □否（跳至第 2题）         □不清楚（跳至第 2题） 

如果是，请填写以下内容 

1.1 奥司他韦（达菲、奥尔菲、欧瑞斯等）  □是    □否    □不清楚 

如是，开始使用日期：□□□□年□□月□□日，  服用天数： □□天 

使用剂次： □次/天，        使用剂量： □□□.□（毫克/次） 

1.2 军科奥韦          □是    □否    □不清楚 

如是，开始使用日期：□□□□年□□月□□日，  服用天数： □□天 

使用剂次： □次/天，        使用剂量： □□□.□（毫克/次） 

1.3 扎那米韦          □是    □否    □不清楚 

如是，开始使用日期：□□□□年□□月□□日，  服用天数： □□天 

使用剂次： □次/天，        使用剂量： □□□.□（毫克/次） 

1.4 帕拉米韦          □是    □否    □不清楚 

如是，开始使用日期：□□□□年□□月□□日，  服用天数： □□天 

使用剂次： □次/天，        使用剂量： □□□.□（毫克/次） 

2.是否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是             □否（跳至第 3题）        □不清楚（跳至第 3题） 

如果是， 

2.1 药物名称：___________ 

剂量：□□□□. □（毫克/天） 

用药途径：□静脉滴注  □静脉注射  □小壶  □肌注 □口服 

开始使用日期：□□□□年□□月□□日 

结束使用日期：□□□□年□□月□□日 

2.2 药物名称：___________ 

剂量：□□□□. □（毫克/天） 

用药途径：□静脉滴注  □静脉注射  □小壶  □肌注 □口服 

开始使用日期：□□□□年□□月□□日 



结束使用日期：□□□□年□□月□□日 

2.3 药物名称：___________ 

剂量：□□□□. □（毫克/天） 

用药途径：□静脉滴注  □静脉注射  □小壶  □肌注 □口服 

开始使用日期：□□□□年□□月□□日 

结束使用日期：□□□□年□□月□□日 

3.是否使用抗生素治疗？        □是 □□□天   □否    □不清楚 

4.是否进行氧气治疗？  □是    □否（跳至第 5题）  □不清楚（跳至第 5题） 

如果是，请填写氧气治疗类型： 

（1）鼻导管吸氧            □是    □否    □不清楚 

    （2）面罩吸氧              □是    □否    □不清楚 

（3）无创正压通气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开始时间：□□□□年□□月□□日□□时□□分 

结束时间：□□□□年□□月□□日□□时□□分 

（4）气管插管呼吸机支持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开始时间：□□□□年□□月□□日□□时□□分 

结束时间：□□□□年□□月□□日□□时□□分 

（5）气管切开呼吸机支持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开始时间：□□□□年□□月□□日□□时□□分 

结束时间：□□□□年□□月□□日□□时□□分 

（6）体外膜肺氧合(ECMO)支持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开始时间：□□□□年□□月□□日□□时□□分 

结束时间：□□□□年□□月□□日□□时□□分    

5.是否因病情需要收治 ICU？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开始时间：□□□□年□□月□□日□□时□□分 

结束时间：□□□□年□□月□□日□□时□□分 

五、并发症 

1.肺炎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病毒性肺炎   □细菌性肺炎   □真菌性肺炎   □其他 

2.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是，首次诊断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否    □不清楚 

3.呼吸衰竭                  □是，首次诊断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否    □不清楚 

4.肝功能不全                □是    □否    □不清楚 

5.肾功能不全                □是    □否    □不清楚 

6.心力衰竭                  □是    □否    □不清楚 

7.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   □是    □否    □不清楚 



8.神经系统并发症            □是    □否    □不清楚 

  如果是，请详述_________________ 

9、感染中毒性休克           □是    □否    □不清楚 

10.肌溶解综合症             □是    □否    □不清楚 

11.其他 1_________________ 

12.其他 2_________________ 

六、结局 

1.疾病转归：   □治愈      □好转      □死亡 

2.如果治愈，治愈日期：□□□□年□□月□□日 

3.出院日期：□□□□年□□月□□日 

主要出院诊断：___________ 

次要出院诊断：___________ 

4.如果死亡，死亡日期：□□□□年□□月□□日 

直接死因（(a)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_________ 

ICD-10编码_________或 ICD-9编码_________ 

间接死因（（b）引起(a)的疾病或情况）：_________ 

          ICD-10编码_________或 ICD-9编码_________ 

根本死因（引起(b)的疾病或情况）：_________ 

          ICD-10编码_________或 ICD-9编码_________ 

七、其他需补充说明的信息（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上述调查表格不能完全包括的信息，

可直接填报在此部分中。如临床进展过程，主要临床检查的结果等。） 

 

 

 

 

 

 

 

 

 

 

 

 

 

填报单位：_____________         填报时间：□□□□年□□月□□日 

填报人：_____________ 



附表 2    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调查表------流行病学部分 

  （注：本表中如未注明“可多选”，均为单选。） 

一、基本信息 

1.姓名_________________                2.性别     □ 男    □ 女 

3.身份证号码：□□□□□□□□□□□□□□□□□□ 

4.出生日期 □□□□年□□月□□日      □ 阴历   □ 阳历   □ 不清楚 

如果不清楚其生日，请填写年龄         □□□岁或 □□月（婴幼儿） 

5.国籍   □ 中国   □ 其它，请详述_____________ 

6.民族   □ 汉族   □ 其它，请详述_____________ 

7.身高   □□□cm                    8.体重   □□□kg 

9.户籍地址：     省     市     县(区)     乡(街道)     村(栋)     组

(单元)     号 

10. 现住地区类型：    □城市    □农村    □其它              

11.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是否属于某起聚集性病例？    □是         □否 

如果是，该起聚集性病例疫情在该县区内的流水号是：□□□ 

此病例在该起聚集性病例中的流水号是：□□ 

自动生成聚集性病例编码的规则为：县区的六位国标编码 + 聚集性病例起

数在该县区内的流水号（001-999）+ 该起聚集性病例中的流水号（01-99）



二、流行病学调查信息 

第一部分  发病就诊经过 

1. 发病日期：□□□□年□□月□□日 

2. 就诊情况（请填写发病后所有的就诊信息） 

序号 就诊日期 就诊单位 当时诊断 是否入院 入院日期 入院诊断 

首次就诊       

第二次就诊       

第三次就诊       

第四次就诊       

第五次就诊       

第六次就诊       

 

第二部分  职业情况 

1.是否是职业涉禽人员？      

□是    □否（跳转至第三部分）    □不清楚（跳转至第三部分） 

1.1 如果是，经常接触的禽类动物种类为（可多选）： 

□鸡    □鸭    □鹅    □鸽子    □其它         

  1.2 具体接触的环节是（可多选）：□养殖   □分拣   □屠宰   □运输 

□销售  □新鲜禽肉加工    □诊治   □其它              

第三部分 暴露史 

（一）禽类暴露情况 

1. 发病前 10天内是否接触过禽类？ 

□是    □否（跳转至第（二）部分）  □不清楚（跳转至第（二）部分）

2. 发病前 10天内是否接触过健康禽？ 

□是     □否（跳转至第 3题）  □不清楚（跳转至第 3题） 

2.1 如果“是”，此期间接触频率是： 

□每天接触    □6-9次接触    □2-5次接触    □仅接触一次 

2.1.1如果每天接触，是否每次的接触和防护等方式都基本类似？ 

□是（仅填写“发病前第 10天”一行的内容即可） 

□否（需要收集每次接触的信息） 

 



健康禽类接触情况 

日期 是否接触

（1=是， 

2=否） 

接触禽的种

类（可多选） 

接触方式 

（可多选） 

接触时手部

伤口情况 

接触禽类时有

无防护措施 

具体防护措

施（可多选） 

发病前第 10天       

发病前第 9天       

发病前第 8天       

发病前第 7天       

发病前第 6天       

发病前第 5天       

发病前第 4天       

发病前第 3天       

发病前第 2天       

发病前第 1天       

第二列：如填写 1，后续列内容需要填写。填写 2，则进入下一行填写。（后续表同） 

接触禽的种类：（1）鸡  （2）鸭  （3）鹅  （4）鸽子  （5）野禽  （6）其它        

接触方式：（1）饲养  （2）触摸、投食  （3）清洁圈舍  （4）运输  （5）销售活禽 

（6）购买活禽  （7）宰杀  （8）捕杀  （9）清理活禽摊档   

（10）销售生鲜禽肉（11）洗切生鲜禽肉 （12）未熟透食用 （13）其它      

接触时手部伤口情况：（1）无伤口 （2）未愈合旧伤口 （3）接触过程造成新伤口 

防护措施：（1）一直有防护措施   （2）部分时间有防护措施   （3）无防护措施 

防护措施选项：（1）戴口罩    （2）戴手套    （3）戴面罩   （4）穿防护服   

（5）护目镜（6）接触后立即洗手    （7）其它____________



3.发病前 10天内是否接触过病死禽？ 

□是     □否（跳转至第 3题）  □不清楚（跳转至第 3题） 

3.1 如果“是”，此期间接触频率是： 

□每天接触    □6-9次接触    □2-5次接触    □仅接触一次 

3.1.1如果每天接触，是否每次的接触和防护等方式都基本类似？ 

□是（仅填写“发病前第 10天”一行的内容即可）   

□否（需要收集每次接触的信息） 

病死禽类接触情况 

日期 是否接触 

（1=是， 

2=否） 

接触禽的

种类 

（可多选） 

接触方式 

（可多选） 

接触时手部

伤口情况 

接触禽类时有无

防护措施 

具体防护措

施（可多选） 

发病前第 10天       

发病前第 9天       

发病前第 8天       

发病前第 7天       

发病前第 6天       

发病前第 5天       

发病前第 4天       

发病前第 3天       

发病前第 2天       

发病前第 1天       

接触禽的种类：（1）鸡  （2）鸭  （3）鹅  （4）鸽子  （5）野禽  （6）其它        

接触方式：（1）饲养  （2）触摸、投食  （3）清洁圈舍  （4）运输  （5）销售活禽 

（6）购买活禽  （7）宰杀  （8）捕杀  （9）清理活禽摊档   

（10）销售生鲜禽肉（11）洗切生鲜禽肉 （12）未熟透食用 （13）其它      

接触时手部伤口情况：（1）无伤口 （2）未愈合旧伤口 （3）接触过程造成新伤口 

防护措施：（1）一直有防护措施   （2）部分时间有防护措施   （3）无防护措施 

防护措施选项：（1）戴口罩    （2）戴手套    （3）戴面罩   （4）穿防护服   

（5）护目镜（6）接触后立即洗手    （7）其它____________ 



（二）环境暴露情况 

1. 发病前 10天内是否到过禽类养殖场所？ 

□是     □否（跳转到第 2题）      □不清楚（跳转到第 2题） 

1.1 如果“是”，此期间访问的频率是： 

□每天都去    □去过 6-9次    □去过 2-5次    □仅去过一次 

1.1.1如果每天都去，是否每次的情况都基本类似？ 

□是（仅填写“发病前第 10天”一行的内容即可）   

□否（需要收集每次接触的信息） 

禽类养殖场所暴露情况 

日期 是否到过禽类

养殖场（1=是，

2=否） 

此养殖场所养

殖的禽类种类

（可多选，选

项见表下说

明） 

访问时此场所有

无禽类病死现象

（1=是，2=否，3=

不清楚） 

是否到过养殖场

所中饲养禽类的

房间或车间？ 

（1=是，2=否，3=

不清楚） 

是否直接接触

过养殖场所内

的禽类？ 

（1=是，2=否，

3=不清楚） 

发病前第 10天      

发病前第 9天      

发病前第 8天      

发病前第 7天      

发病前第 6天      

发病前第 5天      

发病前第 4天      

发病前第 3天      

发病前第 2天      

发病前第 1天      

养殖禽的种类：（1）鸡 （2）鸭 （3）鹅 （4）鸽子 （5）野禽 （6）其它       



2．发病前 10天内是否到过有活禽摊位的菜市场？ 

□是    □否（跳转到第（三）部分）    □不清楚（跳转到第（三）部分） 

2.1 如果“是”，此期间访问的频率是： 

□每天都去    □去过 6-9次    □去过 2-5次    □仅去过一次 

2.1.1如果每天都去，是否每次的情况都基本类似？ 

□是（仅填写“发病前第 10天”一行的内容即可） 

□否（需要收集每次接触的信息） 

活禽市场暴露情况 

日期 是否到过活

禽市场（ 1=

是，2=否） 

是否经过有活禽摊

位的通道（1=是，2=

否，3=不清楚） 

是否到过活禽摊位1米

之内的范围（1=是，2=

否，3=不清楚） 

是否直接接触活禽摊

位的活禽（1=是，2=

否，3=不清楚） 

发病前第 10天     

发病前第 9天     

发病前第 8天     

发病前第 7天     

发病前第 6天     

发病前第 5天     

发病前第 4天     

发病前第 3天     

发病前第 2天     

发病前第 1天     

是否到过活禽市场：填写 1，后续列内容需要填写。填写 2，则进入下一行填写。 

2.2如果“是”，发病前 10天内共访问次数：________次 



（三）病例/发热病人接触史 

1. 病例发病前 10天内，是否与人感染 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接触过？ 

□是      □否（跳转到第 2题）     □不清楚（跳转至第 2题） 

1.1 如果“是”，此期间接触频率是： 

□每天接触    □6-9次接触    □2-5次接触    □仅接触一次 

1.1.1 如果每天接触，是否每次的接触和防护等方式都基本类似？ 

□是（仅填写“发病前第 10天”一行的内容即可）   

□否（需要收集每次接触的信息） 

确诊病例接触情况 

接触时间 是否接触

（1=是，2=

否，3=不清

楚） 

接 触 方 式

（可多选） 

 “诊治病

人”的具体

操作 

有无防护措

施（1=有，

2=无） 

请根据填表说明中

所列出的具体防护

措施进行填写 

接 触 时

长 （ 小

时） 

发病前第 10天       

发病前第 9天       

发病前第 8天       

发病前第 7天       

发病前第 6天       

发病前第 5天       

发病前第 4天       

发病前第 3天       

发病前第 2天       

发病前第 1天       

合计  

接触方式：（1）共同生活   （2）共同学习和工作  （3）同病房病友  （4）探视病人 

       （5）诊治病人   （6）陪护病人        （7）其他____________ 

诊治病人的具体操作：（1）查体  （2）输液  （3）气管插管  （4）抽吸分泌物 

（5）抽血  （6）拍片  （7）其他              

有无防护措施：填写 2，则跳过具体防护措施栏 

防护措施：（1）戴口罩（若有，则口罩类型为：N95口罩、一次性外科口罩、棉纱口罩、 

其它类型口罩） （2）戴面罩  （3）穿防护服（规范、不规范） 

（4）护目镜    （5）手套（布、纱手套，橡胶手套） （6）帽子 

（7）白大褂   （8）其他               



2. 病例发病前 10天内，是否接触过除上述病例外的其它发热呼吸道病人？ 

□是     □否（跳转到第四部分）     □不清楚（跳转到第四部分） 

2.1 如果“是”，此期间接触频率是： 

□每天接触    □6-9次接触    □2-5次接触    □仅接触一次 

2.1.1 如果每天接触，是否每次的接触和防护等方式都基本类似？ 

□是（仅填写“发病前第 10天”一行的内容即可）   

□否（需要收集每次接触的信息） 

除上述病例外的其它发热呼吸道病例接触情况 

接触时间 是否接触

（1=是，2=

否，3=不清

楚） 

接 触 方 式

（可多选） 

 “诊治病

人”的具体

操作 

有无防护措

施（1=有，

2=无） 

请根据填表说明中

所列出的具体防护

措施进行填写 

接 触 时

长 （ 小

时） 

发病前第 10天       

发病前第 9天       

发病前第 8天       

发病前第 7天       

发病前第 6天       

发病前第 5天       

发病前第 4天       

发病前第 3天       

发病前第 2天       

发病前第 1天       

合计  

接触方式：（1）共同生活   （2）共同学习和工作  （3）同病房病友  （4）探视病人 

       （5）诊治病人   （6）陪护病人        （7）其他____________ 

诊治病人的具体操作：（1）查体  （2）输液  （3）气管插管  （4）抽吸分泌物 

（5）抽血  （6）拍片  （7）其他              

有无防护措施：填写 2，则跳过具体防护措施栏 

防护措施：（1）戴口罩（若有，则口罩类型为：N95口罩、一次性外科口罩、棉纱口罩、 

其它类型口罩） （2）戴面罩  （3）穿防护服（规范、不规范）   

（4）护目镜    （5）手套（布、纱手套，橡胶手套） （6）帽子 

（7）白大褂   （8）其他               



第四部分 旅行史 

1．病例发病前 10天内是否去过外省或本省其他地市（区）旅行？ 

□是      □否（跳转到第三部分）     □不清楚（跳转到第三部分） 

1.1如果是，旅行地点 1：       省       市       县(区)      乡(街道) 

          旅行地点 2：       省       市       县(区)      乡(街道) 

          旅行地点 3：       省       市       县(区)      乡(街道) 

 

三、密切接触者情况 

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一览表 

医学观察日

期（自开始至

所有密接结

束医学观察） 

密切接触者总数（人） 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者数（人） 备注 

医护人

员 

共同居

住的家

庭成员 

其它密

接 

小计 医护人

员 

共同居

住的家

庭成员 

其它密

接 

小计  

          

          

          

          

          

          

          

注：“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者数”指的是从医学观察期开始，出现的所有有发热呼吸道

症状的密接总数。 

密切接触者标本采集情况 

日期 密切接触

者总数 

已采集第一份

血清人数 

已配对采集第

二份血清人数 

仅采集第一份

血清人数 

已采集呼吸

道标本数 

      

      

      

      

注：在有标本采集的当日，填报、更新相关数据（覆盖之前数据）。 



如果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者，则填写下表。 

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的有症状密切接触者信息一栏表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与病例

关系 

与病例接

触方式 

接 触

频度 

开 始 接

触时间 

最 后 接

触时间 

出 现 症

状日期 

主 要 症

状体征 

是 否

采样 

咽拭子采

集日期 

检 测

结果 

急性期血清

采集日期 

检 测

结果 

恢复期血清

采集日期 

检 测

结果 

    
    

 
 

     
 

 

    
    

 
 

     
 

 

    
    

 
 

     
 

 

与病例现在的关系：（1）医患  （2）同病室病友 （3）亲友 （4）同学 （5）同事 （6）其他 

与病例接触方式：（1）共同生活 （2）共同学习和工作  （3）同病房病友  （4）查体  （5）输液 

（6）抽血  （7）气管插管  （8）抽吸分泌物   （9）拍片 （10）探视   （11）陪护  （12）其他 

接触频度：（1）每天接触  （2）数次接触（非每天接触）  （3）仅接触一次 

开始接触时间和最后接触时间：必须处于病例发病前一天至隔离治疗或死亡前。 

主要症状体征：（1）发热  （2）咽痛  （3）咳嗽  （4）肺炎  （5）其它（请注明） 

 

四、其他需补充说明的信息（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上述调查表格不能完全包括的信息，可直接填报在此部分中，如病例家庭人员情况，

病例居家环境，家禽饲养和病死情况，特殊生活习惯，对特殊暴露的补充描述，此次流调的初步结论等。可另附页。） 

 

填报地区____________    填报单位_________________   填报人______________   填报日期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