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管理 COVID-19 尸体，预防和控制感染
临时指导文件
2020 年 9 月 4 日

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背景
本临时指导文件面向照料死于疑似或确诊 2019 冠



人们可能会在医疗保健机构、家中或其他地方
死于 COVID-19。

状病毒病（COVID-19）之人的遗体的个人。潜在用户


包括医疗卫生机构和停尸房的管理人员，以及宗教领袖

人们普遍认为，死于传染病的人应当火化，以

和公共卫生主管部门。此外，本文件还为低收入、中等

防止这种疾病的传播；然而，没有证据支持这

收入、高收入环境中管理在 COVID-19 背景下的死者提

一点。火葬是一个文化选择和资源有无的问题

供了指导。

(5)。


以下指导，有了新证据，就可以修改。有关该病毒

照管尸体的人的安全和福祉至关重要。在处理
尸体之前，人们应确保备有所需的手部卫生用

的最新情况和技术指导，请参照世卫组织网站。

品及设施、个人防护装备及清洁消毒用品（见
本文件更新了 3 月 24 日发布的指导，新增或修改了

附件一及附件二）(6)。

以下内容：


澄清运尸袋要求；



澄 清 尸 体 解 剖 期 间 的 个 人 防 护 装 备 (PPE) 要



教传统以及其家人(5,6)。


尸体解剖期间最新通风要求；



关于社区埋葬或火化的更多指导。

所有措施都应该尊重死者的尊严，包括避免匆
忙处置死于 COVID-19 的人的遗体(6,7)。

求；


应始终受到尊重和保护死者的尊严、文化和宗



主管部门应逐案管理每具尸体，平衡兼顾家属
的权利、调查死因的必要性以及接触感染的风
险(6)。

COVID-19 是一种由 SARS-CoV-2 引起的急性呼吸


道疾病，主要感染肺部，也与精神和神经系统表现等有

关于人道主义环境下的尸体管理，请参照机构

关。大多数 COVID-19 患者会出现发烧、咳嗽、疲劳、

间常设委员会题为《人道主义环境中死者管理

厌食和气短等症状(1)。但是，其他非特异性症状可能包

COVID-19 临时指导》的文件(7)。

括喉咙痛、鼻塞、头痛、腹泻、恶心和呕吐。SARSCoV-2 病毒可通过直接、间接或密切接触被感染者排出

遗体从保健设施的病房转移到尸体解剖单位、

的分泌物，如唾液和呼吸道分泌物或呼吸道飞沫而传播

停尸房、火葬场或埋葬地点前的准备和包装

(2)。涉及通过污染物接触的间接接触传播也是可能的。
在卫生保健环境中，SARS-CoV-2 的空气传播可能发生

确保与遗体接触的人员（卫生保健或停尸房工作人

在产生气溶胶的医疗过程（“气溶胶产生过程”）中

员，或准备埋葬或火化遗体的团队）采用感染预防和控

(3)；在尸体解剖一节中可以找到更多关于在护理死者期

制（IPC）标准预防措施 (4,8-10)，包括与遗体及患者环

间管理气溶胶产生程序的信息。根据目前对 COVID-19

境接触前后的手部卫生；根据与遗体接触的深浅程度，

症状及其主要传播方式（飞沫/接触）的了解，处理人体

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护目用具，如面罩或护目

遗骸时传播的可能性很低(4)。

镜，以及医用口罩、罩衣和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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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气溶胶的过程，如使用电锯或清洗肠道

遗体转移前的准备，包括移除所有导管和其他留置

(3,10,12-14)；

装置。如果要进行尸体解剖，请遵循当地关于遗体准备


程序的指导。

在通风良好的房间进行尸体解剖，即对于自然
通风的空间，应确保旧建筑的受控气流至少为

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应：

6 ACH（每小时换气次数）或新建筑的受控气


确保不让任何体液从孔口中渗漏出来；



尽管减少遗体的移动或处理；



将遗体移至停尸房区域之前或在任何其他时

流至少为 12 ACH。在有机械通风系统的地
方，应该设置负压来控制气流的方向。有关通
气的详细内容，请参照《世卫组织疑似或确诊

间，不得对遗体进行消毒；


冠状病毒病(COVID-19)时卫生保健过程中的

用布包裹遗体，并尽快将其移至停尸房区域

感染预防和控制：临时指导文件》(3)；

(7)；




不要使用运尸袋，除非是停尸房标准惯例建议

14)；

使用：
–

当液体渗漏过多时

–

用于尸体解剖后程序



照明必须充足(14)。

给停尸房照看/殡仪馆的建议

–

方便在停尸房区域以外运送和存放遗体

–

处理大量尸体(6,7,11)

–

如有指示，使用坚固、防漏、不能生物降

时，即清洗身体、整理/剃剪头发或修剪指甲

解的袋子，或如可用的袋子很薄，并在指

时，应根据标准的 IPC 预防措施和风险评估，

明使用运尸袋时可能会渗漏，则使用双层

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包括手套、不透水



袋子(5-7)；


限制参与尸体解剖程序的工作人员人数(10,12-

停尸房工作人员或殡仪馆工作人员准备遗体

的罩衣或带不透水围裙的罩衣、医用口罩、护

遗体转运不需使用特殊运输设备或车辆。

目用具（面罩或护目镜）和封闭式鞋子或鞋类
护具(5,7,11)。

尸体解剖要求



不建议进行防腐处理，以避免对身体进行过度

感染 COVID-19 的死者遗体管理安全程序，应与急

操作。但是，如果进行防腐处理，则应由训练

性呼吸道疾病或其他传染病死亡人员的尸体解剖适用的

有素、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按照标准的 IPC 预

安 全 程 序 一 致 (7,11-13) 。 如 果 患 者 在 感 染 期 间 死 于

防措施进行(5,7,11)。


COVID-19，其肺部和其他器官就可能仍然含有活体病

如果家属希望瞻仰遗体，可允许他们这样做，

毒(11)。如果选定 COVID-19 疑似或确诊病例的遗体进行

但指示他们不要触摸或亲吻遗体，在瞻仰期间

尸检，医疗卫生机构必须确保出台安全措施保护那些进

彼此且与任何工作人员保持至少 1 米(M)的距

行尸体解剖的人，包括：

离，并在瞻仰后做手部卫生 (6,7,16) 。





必须提供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包括一套消毒

部分，遇到这种环境，就要确定当地的替代方

手术衣、一件长袖防流体罩衣、手套（两副手

案 (6,7,17)。

套或一副尸体解剖手套）、医用口罩、护目用
具 （ 面 罩 或 护 目 镜 ） 和 靴 子 /鞋 类 保 护 用 具

如果提供停尸房服务，但是传统的葬礼仪式包括在

(7,9,10,12-14) 。 有 关 个 人 防 护 装 备 的 其 他 信

埋葬或火葬之前将遗体带回家守夜或供家人瞻仰，应遵

息，请参照《世卫组织 COVID-19 个人防护装

循上述指导，并可进行如下修改：

备合理使用指导和严重短缺时的考虑事项：临



时指导文件》(15)；


从传统上讲，亲吻和触摸遗体属于葬礼程序一

遗体应按照相关准则在停尸房或医院准备好，
然后再交给家属(17)。

在气溶胶产生过程中应使用防颗粒物口罩



（N95 或 FFP2 或等效用物），例如产生小颗

建议使用运尸袋、塑料布或棺材将遗体从停尸
房运送到瞻仰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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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开运尸袋或棺材瞻仰遗容，要使用手套和

根据当地习俗，亲友们可能在遗体做好埋葬准

医用口罩，一旦打开运尸袋或棺材，就要脱下

备后瞻仰遗体。他们不应触摸或亲吻遗体，并

手套并进行手部卫生(17)。

且应在瞻仰之后洗手(6,7)。


不要将遗体从运尸袋、棺材或裹尸布中移出

亲友们还应遵守当地关于瞻仰遗体或参加葬礼

(16)。

的人数以及当地口罩佩戴要求的指导

如果需要比上述更进一步的操作，请遵循在家

(6,7,16,22) 。


中准备遗体的指南(1)。

负责将遗体放入坟墓、放上火葬柴堆等的人应
佩戴手套，并在葬礼结束后摘下手套，然后用
肥皂和水洗手(6,7)。

环境清洁


人类冠状病毒可以在金属、玻璃或塑料等无生命物

和标准进行处理(6,17)。

体表面上存活长达 9 天(18)。在实验条件下，在塑料和不



锈钢等表面上已检测到 SARS-CoV-2 病毒存活长达 72 小

坟墓或放上火葬柴堆，然后清洁双手(7,8)。

停尸房必须时刻保持清洁，通风良好



(10,12,14)。


照料遗体所用的表面和器械应由易于在尸体解

由家庭成员埋葬或死在家里

作为常规程序的一部分，停尸房照看、殡仪馆
在停尸房服务不规范或时有时无，或者在需要举行

或尸体解剖期间使用的器械应在使用后立即清

传统葬礼仪式的情况下，可为亲人和传统殡葬服务人员

洁和消毒(8,20) 。


提供防护设备，并进行指导，为做好遗体土葬或火化准

准备遗体所用的环境表面应首先用肥皂和水或

备。

商业配制的消毒液进行清洁 (20,21) 。








进行埋葬或火葬的人数应保持在最低限度
(6,7,16)。

剖之间清洁、消毒和维护的材料制成。


如果遗体将在没有棺材或运尸袋的情况下埋葬
或火化，使用外科或防水橡胶手套将遗体放入

时(19)。因此，清洁环境表面至关重要。


装在运尸袋或棺材中的遗体可以根据当地习俗

清 洁 表 面 后 ， 应 将 最 低 浓 度 为 0.1%



如果是在社区处理遗体，则如果符合文化习

（1000ppm）次氯酸钠（漂白剂）或 70%乙醇

俗，在处理、翻转或翻动遗体之前用布覆盖遗

的消毒剂放置在表面上至少一分钟(20,21) 。

体。或者，在移动或处理遗体之前，给死者戴

医院级消毒剂也可以使用，只要它们有消除包

上 非 医 用 /纤 维 面 罩 。 可 以 使 用 塑 料 布 或 布

膜病毒的标签声明，并且根据制造商的建议留

单。如果符合文化要求且可买到，则可以选择

在表面(21)。

使用运尸袋(5,7,17) 。


人员在准备和使用消毒剂时，应按照制造商的

在社区环境中为死者做准备（如清洗、清洁遗

说明佩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呼吸（医

体 或 给 身 体 穿 衣 、 整 理 /剃 剪 头 发 或 修 剪 指

用口罩）和护目用具(21)。

甲）的任何人（如家庭成员、宗教领袖），在

分类为医疗废物的物品必须按照法律要求作为

接触遗体时都应戴手套。对于任何可能涉及体

感染性废物妥善处理和处置(20)。

液喷溅或产生气溶胶的活动，建议佩戴防护口
目设备，即面罩/护目镜和医用口罩。此外，

埋葬或火化

如果产生气溶胶，应佩戴防颗粒物口罩（N95
或 FFP2 或其等效物）。为准备遗体而穿的衣

死于 COVID-19 者可依照当地标准和家庭意愿埋葬

服应该在程序完成后立即脱掉并清洗，或者在

或火化。


此工作过程中应穿围裙或长袖防液体罩衣

国家和地方法规可规定如何处理和处置遗体。

(6,7,20) 。 修 整 遗 容 者 要 告 诉 亲 朋 友 不 要 亲
吻、触摸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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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协助准备遗体的人事后都应当用肥皂和水

洗，然后用至少 70%的酒精、次氯酸盐或浓度

彻底洗手(6,7)。

为 0.1% (1000 ppm) 的 消 毒 液 进 行 消 毒

适用文化敏感性原则，确保家庭成员尽可能减

(7,16,20)。


少暴露机会。




属于死者的衣物和其他织物应使用 60-90 摄氏

家庭成员、传统和宗教领袖以及其他人通常会

度（140-194 华氏度）的热水和洗衣剂进行机

参加社区层面的葬礼。所有参加此类葬礼的人

洗。如果不能用洗衣机洗，可以将亚麻织品放

应确保年龄超过 60 岁或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人

在大桶里用热肥皂水浸泡，用棍子搅拌，同时

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即佩戴医用口罩），确

小心避免溅出。然后倒掉大桶里的水，将亚麻

保安全举行葬礼(17,22)。参加此类准备工作的

织品放在含有 0.05%氯的水中浸泡约 30 分钟。

人应少而又少。

最后，应当用干净的水冲洗衣物，并让其在阳

根据习俗，亲友们可能在遗体做好埋葬准备后

光下充分晾干(20)。

瞻仰遗体(6,7,17)。但是，他们不应触摸死者
的遗体、个人物品或其他仪式物品(6,7,16)，

参考文献

并在瞻仰遗体后清洁双手；应严格执行人与人

1.

Clinical management of COVID-19: interim
guidanc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32196
accessed 27 August 2020)

2.

Transmission of SARS-CoV-2: implications for
infection prevention precautions: scientific brief,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33114
accessed 27 August 2020)

3.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uring health care
when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s suspected:
interim guidanc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32879
accessed 20 July 2020).

4.

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nsiderations related to the safe handling
of bodies of deceased persons with suspected or
confirmed COVID-19. Stockholm: ECDC;
2020.( https://www.ecdc.europa.eu/en/publicationsdata/considerations-related-safe-handling-bodiesdeceased-persons-suspected-or#no-link accessed 27
Aug 2020)

5.

Leadership during a pandemic: what your
municipality can do. United State aGency for
Intrenational Development, 2009
(https://www.paho.org/disasters/index.php?option=c
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53:leadershipduring-a-pandemic-what-your-municipality-cando&Itemid=937&lang=en accessed 12 July 2020).

6.

Finegan O, Fonseca S, Guyomarc’h P, Morcillo
Mendez MD, Rodriguez Gonzalez J, Tidball-Binz
M, et al.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General guida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dead related to COVID-19. Forensic Sci Int
Synerg [Internet]. 2020;2:129–37.
(https://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25898
71X20300309 accessed 18 July 2020)

之间至少保持 1 米的身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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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COVID-19 疫情背景下管理尸体的装备
表 1. 停尸房 COVID-19 尸体管理程序所用装备
装备
手部卫生

个人防护装备

废物管理和环境清洁

细节
•
•
•

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
活水
肥皂

•

用于擦手的一次性毛巾（纸或纸巾）

•
•

手套（一次性、耐磨手套）
靴子

•
•
•

防水塑料围裙
隔离服
防雾护目镜

•
•
•

面罩
医用口罩
N95 或类似级别的呼吸器（仅用于产生气溶胶的程序）

•
•
•

生物危险废物的处理袋
肥皂和水或洗涤剂
表面消毒剂——0.1% (1000 ppm)的次氯酸盐溶液、70%的酒精或医用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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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所需个人防护装备概要
表 2 .停尸房 COVID-19 尸体管理使用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
程序

手部卫生

一次性手套

包装和运输
尸体

是

是

停尸房照看

是

是

尸体解剖

是

是

宗教人员察
看——家庭
成员照看尸
体

是

是

医用口罩

呼吸器

长袖罩衣
（N-95 或类似物） （隔离服）

面罩（首选）
或防雾护目镜

橡胶手套

围裙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或围裙

关于个人防护装备的技术规范，请参照《医疗卫生机构 COVID-19 病例管理的医疗器械技术规范》，见运营支持和后勤、疾病商品包，v3：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3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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