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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1.1 背景 

寨卡病毒是一种黄病毒，主要由受感染的伊蚊传

播。这种病媒还传播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病毒，在非

洲、美洲、亚洲和太平洋的热带和亚热带环境中很常

见。虽然在人体中第一次发现寨卡病毒是在 1952 年，

但 2015 年之前记录的疾病暴发很少。人感染后常常无

症状，有症状时也通常较轻微并具有自限性。虽然通常

的人体感染特征没有变化，但最近寨卡病毒感染在某些

疫情地区与可能的先天性小头症和吉兰 – 巴雷综合征之

间的联系 1 使这一问题上升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1-3。 

1.2 理由和目标 

携带寨卡病毒的蚊虫病媒在温暖的气候下大量繁

殖，尤其是在生活条件低下的地区。在此类地区生活或

旅行的孕妇与其他人群同样面临感染该病媒所传播病毒

的风险。孕产期感染寨卡病毒可能不被人所注意，因为

有些人不会出现症状。虽然孕产期感染寨卡病毒一般是

较轻微的疾病，但在发生疫情的地区，先天性小头症、

吉兰 – 巴雷综合征及其它神经系统并发症病例异常增多

1,2，使孕妇及其家人以及卫生保健提供者和决策者更加

显著地感到担忧 4。 

对寨卡病毒感染与胎儿小头症之间的联系仍在进行

调查 5，但已记录了整个孕产期中孕产妇向胎儿传播病

毒的情况 6-8。在实验室中从小头症患儿神经组织中分离

的病毒，进一步使人们怀疑起病原因 8。另外，还不清

楚寨卡病毒感染是否造成自然流产和死产，但在染病妇

女流产之后曾在受孕产物中检出寨卡病毒核糖核酸。 

本文件的目的是为减轻孕产妇寨卡病毒感染风险和

在孕产期管理潜在并发症的干预措施提供暂行指南。该

指南基于现有的最佳研究证据并涵盖一个国际多学科卫

生保健专业人员小组及其他利益攸关方提出的重点领

域。指南专门提供指导，以便预防感染寨卡病毒；对染

病妇女进行产前保健和管理；以及在孕产期间为生活在

疫情地区的所有孕妇提供医疗，目的是要优化孕产妇和

新生儿的健康结果。指南的意图是要为寨卡病毒传播背

景下涉及孕期保健的国家和地方临床操作规程和卫生政

策的制定工作提供信息。指南的意图并不是为预防和管

理寨卡病毒感染提供全面的实用指导。 

1.3 指南的范围 

本指南涉及在寨卡病毒传播的区域内居住的所有孕

妇，尤其是怀疑可能面临风险或已诊断为感染寨卡病毒

的孕妇。范围不包括未孕妇女或者新生儿的管理和随

访。 

1.4 目标受众 

本指南的主要受众包括直接为孕妇提供保健的卫生

专业人员，即产科医生、全科医生、助产士和护士。负

责制定国家和地方卫生操作规程和政策者以及妇幼卫生

规划管理人员也可使用该指南，尤其是在怀疑与寨卡病

毒感染相关的不良胎儿和新生儿结果异常增多的地区。 

2. 建议的做法 

2.1 预防措施 

孕妇的感染预防措施与为一般人群建议的措施相

同。但是，每次与孕妇接触时都应当强调预防措施的重

要性。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应当向孕妇及其家人和社区宣

传以下措施。 

病媒控制：应当采取环境措施，降低病媒密度。由

于蚊虫控制是成功阻断寨卡、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等病

毒传播的唯一措施，应当尽一切努力发现和消灭住所和

工作场所中可能的蚊虫滋生地 a。 

个人防护措施：为一般人群，尤其是孕妇，建议如

下干预措施： 

 穿戴的衣物要尽可能多地覆盖身体（例如长袖

上衣、长裤或长裙），保护皮肤不接触蚊虫。 

                                                           
a 关于病媒控制的更多信息，请见：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zika/en/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zik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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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蚊帐，包括在日间休眠时。 

 使用防蚊纱窗和纱门。 

 使用当地卫生当局批准的驱虫剂（例如，避蚊

胺或埃卡瑞丁为主要成分的驱虫剂；这些驱虫

剂迄今被认为在孕期内可安全使用）。当需要

时，应当在暴露的身体部位，甚至在衣服上施

用驱虫剂，并按生产商在产品标签上的说明重

复施用。 

 应当鼓励寨卡、登革热和/或基孔肯雅热病毒

感染患者采用上述个人防护措施，避免向未感

染者传播感染。应当至少在出现症状的第一周

期间（病毒血症期）实施这些措施。 

 为了预防寨卡病毒可能的性传播，生活在目前

存在寨卡病毒感染传播地区或者从此类地区回

来的孕妇性伴侣应当采用更安全的性行为（包

括正确和一贯使用避孕套），或者在孕期内禁

止性活动 b。 

2.2 诊断 

临床表现：感染寨卡病毒的孕妇与未孕妇女的临床

表现没有已知差异。在大多数病例中，寨卡病毒感染没

有症状。在有症状的病例中，症状通常在受感染蚊虫叮

咬之后数天内出现。多数寨卡病毒病患者会有低热和皮

疹。另一些人还会出现结膜炎、关节疼痛、头痛、肌肉

疼痛并感觉疲倦。这些症状持续 2-7 天，通常是轻微和

自限性的。 

据寨卡病毒活跃传播的一些国家报告，神经系统综

合征发生率上升，包括但不局限于吉兰 – 巴雷综合征。

因此，有理由对任何呈现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孕妇进行寨

卡病毒感染检查。 

寨卡病毒病的病例定义：世卫组织制定了寨卡病毒

病的暂行病例定义，可自 http://www.who.int/csr/disease/ 

zika/case-definition/en 获取。 

诊断：为孕妇建议的诊断步骤与为一般人群建议的

步骤相同。诊断需要使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

PCR）在出现症状五天之内的孕产妇血清内检出病毒。

寨卡病毒也可以在尿液中检出，排放期在症状出现后可

长达三周。也曾在唾液中检出寨卡病毒，但病毒排放期

似乎与血清中的排放期相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也可

                                                           
b 关于预防可能的性传播的更多信息，请见：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zika/sexual-transmission-

prevention/en/ 

以识别羊水中的病毒核糖核酸，但目前还不能确定该检

测法对发现先天性感染的敏感度和特异性。 

还可以进行血清检测，在出现症状之后的第五天开

始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或免疫荧光试验发

现 IgM 抗体，从而诊断寨卡病毒感染。在个体首次感染

一种黄病毒之后，与基因相关的其它病毒在血清检测中

的交叉反应极少。但是，有其它黄病毒以往感染史个体

的血清出现交叉反应的可能性会加大。考虑到生活在目

前存在寨卡病毒传播地区的人群有相当大一部分可以被

认定为此前接触过其它黄病毒（尤其是登革热，以及黄

热病，包括其疫苗），可能会出现交叉反应和假阳性结

果。应当特别谨慎，确保用于指导妊娠管理的任何血清

检测法得到国家或国际有关当局的核实。 

2.3 一般保健和对症治疗 

迄今为止，尚未研发出针对寨卡病毒感染的任何疫

苗或专门疗法。因此，治疗的目的是在出现症状时进行

缓解。 

休息和采用个人防护措施：应当建议感染寨卡病毒

并有症状的孕妇休息和采用上文所述个人防护措施以降

低把病毒传播给其他人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患病的第一

周期间（病毒血症期）。 

发热：应当采用物理降温措施（例如，湿布、薄的

衣服、盆浴或淋浴）和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处理

发热。在登革热病毒感染被排除之前，应当避免使用阿

司匹林或其它非甾体抗炎药。 

头痛：也应当使用扑热息痛治疗头痛，与处理发热

的剂量相同。 

瘙痒：虽然没有研究结果支持或驳斥孕期内针对瘙

痒皮疹使用外用药品的安全性，但临床经验显示这是安

全的。使用抗组织胺剂进行全身性治疗的安全性也很

高。可以局部使用炉甘石洗剂或以薄荷为主要成分的水

溶液剂，或者口服氯雷他定。 

补液：染病的孕妇应当多喝水以避免通过病毒血症

期伴有的出汗、呕吐及其它不易察觉的失水而造成水容

量不足。 

2.4 生活在目前存在寨卡病毒传播地区的孕妇的 

保健 

目前建议为具有寨卡病毒病症状或体征史的孕妇进

行寨卡病毒感染检测。鉴于对目前当地可得卫生资源的

http://www.who.int/csr/disease/%20zika/case-definition/en
http://www.who.int/csr/disease/%20zika/case-definition/en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zika/sexual-transmission-prevention/en/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zika/sexual-transmission-preven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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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负担，世卫组织不建议现在对寨卡病毒传播地区的

所有孕妇进行检测。但是，卫生专业人员应当考虑在可

能情况下为前来接受产前保健的所有妇女提供妊娠早期

的超声波扫描，以便准确确定妊娠日期并进行基本的胎

儿形态学评估。 

应当要求所有孕妇根据国家标准接受计划的产前检

查并遵从卫生保健提供者的建议。如果出现上文所述任

何寨卡病毒感染症状，应当劝导妇女尽早接受治疗和诊

断。在所有产前检查期间，应当向所有妇女提供关于上

文所述的标准环境措施和个人防护措施的信息。应当开

展例行调查，以便排除作为宫内感染和先天性出生缺陷

原因的梅毒、弓形体病、巨细胞病毒、风疹和疱疹。 

附件 1 针对生活在目前存在寨卡病毒传播地区的孕

妇提供了保健决策表。每次就医时，应当向所有孕妇提

问，自上一次产前检查以来，是否有上文提及的任何寨

卡病毒感染症状或体征。如果是第一次产前检查，应当

询问她们在目前妊娠期间是否发生这些症状。 

无论是否有与寨卡病毒感染相一致的疾病史，目前

存在寨卡病毒传播地区的所有妇女都应接受常规产前保

健并要求她们在第 18 至 20 周时，或者如果第一次检查

是在第 20 周之后，尽早接受胎儿异常扫描。应当仔细

关注胎儿中枢神经系统，以便识别任何异常，包括小头

症及其它颅内结构畸形。 

如果妇女具有寨卡病毒感染检测呈阴性的临床病症

史，但经超声波检查没有发现胎儿小头症或其它大脑异

常，她们应当继续接受常规产前保健。建议在妊娠中期

末或晚期初（最好在妊娠第 28 至 30 周时）再次接受胎

儿超声波检查，以便识别胎儿小头症和/或其它大脑异

常，因为这时候更容易发现问题。这是因为在最初寨卡

病毒检测呈阴性且超声波检查正常之后，孕妇仍有可能

受感染，胎儿也有可能受影响。 

如果可行，在第 18–20 周的异常扫描或第 28–30 周

再次扫描时，应当考虑为寨卡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但胎

儿大脑超声波结果异常的妇女采用羊膜穿刺术，筛查基

因异常和先天性感染，包括寨卡病毒。应当注意到，目

前尚不能确定羊膜穿刺术对检测先天性寨卡病毒感染的

敏感度和特异性。 

如果孕妇血清（或羊膜穿刺标本）呈寨卡病毒检测

阳性，而且超声波检查发现胎儿小头症和/或其它大脑异

常，就应当怀疑有与寨卡病毒相关的胎儿异常。对这类

妇女，通过病史和进一步的调查，可以确定异常现象是

与寨卡病毒还是先天性感染或遗传综合征等其它可能病

因相关。 

2.5 产前评估与寨卡病毒相关的胎儿小头症和/或

其它大脑异常现象 

建议对生活在目前存在寨卡病毒传播地区的所有孕

妇进行超声波检查，以便发现、监测或排除胎儿大脑异

常，尤其是小头症。在产前超声波诊断方面有经验的卫

生保健提供者应当向所有妇女提供第 18-20 周时的异常

扫描。在可行时，应当向妇女提供妊娠初期的超声波检

查以便准确确定孕龄，因为胎儿异常的超声波检查常常

需要以胎龄为基础的身体测量。 

在寨卡病毒传播的背景下，超声波检查应当针对发

现胎儿小头症和/或其它大脑异常现象，例如妊娠感染病

例中报告的脑室扩张、钙化点、异常脑沟和脑回、脑萎

缩、胼胝体发育不全、不能显现大脑的不同部分、小眼

畸形和眼球钙化 7。虽然寨卡病毒胎儿感染可造成先天

性异常的完整情况尚不明确，但关于其它先天性感染

（例如巨细胞病毒、弓形体病、疱疹）的现有知识显示

受感染的胎儿可以呈现更广泛的一系列疾病，范围包括

完全无症状到严重涉及大脑及其它器官，并甚至造成宫

内胎儿死亡。因此，结合寨卡病毒阳性或不肯定的检测

结果，查找早期出现的胎儿大脑异常细微迹象，很可能

有助于尽早诊断和适当的医疗。 

胎儿小头症是胎儿头脑显著小于根据孕龄和性别预

计大小的一种病症，可能与大脑发育异常相关联。卫生

专业人员和孕妇应当注意到，这种病症的产前超声波诊

断并不是很明确的，而且出生时或较晚时候诊断出的多

数小头症病例在妊娠期间可能未被发现 9。虽然没有绝

对的定量标准，但低于参考人群平均值的胎儿头围不同

等级常常被用来诊断胎儿小头症，头围越小，则确诊可

能性越高 10，11。 

胎儿头围比孕龄均值低两个标准差，就应当怀疑患

有小头症，但如果没有严重的大脑异常，多数患儿在出

生后常常可以有正常的神经心理发育。如果胎儿头围比

孕龄均值低三个标准差，小头症与神经发育障碍之间的

关联就更高。胎儿头围比孕龄均值低五个标准差，就表

明颅内容量严重缩小，可以很有信心地作出超声波诊断

12。在胎儿生物测定检查方面有基本经验的超声医生可

以进行这种定量超声波检查，但要识别相关的大脑异

常，可能需要更多的培训。由于这些测定数据涉及特定

孕龄胎儿各方面的平均值，必须确保准确确定妊娠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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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并使用人口胎儿生长曲线的适当参照数据以避免误

诊。 

寨卡病毒相关胎儿小头症的病例定义：为了方便在

目前寨卡病毒传播背景下对胎儿小头症进行分类，世卫

组织暂行指南小组为寨卡病毒相关胎儿小头症采用了如

下病例定义： 

 胎儿小头症在分子或流行病学方面与寨卡病毒

有联系，且没有已知可引起小头症的其它病

症。 

在分子或流行病学方面与寨卡病毒的联系定义为： 

 孕妇为寨卡病毒病确诊病例；或者 

 孕妇与某一确诊病例曾有性接触，或具有与寨

卡病毒感染相一致的症状或体征史并在孕期内

居住在目前存在寨卡病毒传播地区/前往此类

地区；或者 

 羊水中存在寨卡病毒（通过羊膜穿刺术和逆转

录聚合酶链反应法发现的）；或者 

 胎儿大脑组织中存在寨卡病毒（死后通过逆转

录聚合酶链反应法发现的）。 

应当排除的小头症其它已知病因包括其它先天性感

染、弓形体病、风疹、疱疹、梅毒、巨细胞病毒和艾滋

病毒；接触有毒性的药物、化学品和辐射；基因异常，

例如唐氏综合征；胎儿营养不良和胎盘机能不全。 

2.6 可能受寨卡病毒相关胎儿小头症和/或其它大

脑异常影响的孕妇的保健 

在有资源的地方，应当对超声波检查证实存在疑似

或确认的胎儿小头症和/或其它大脑异常的孕妇进行转诊

接受专门医护，无论内在病因是什么。如果超声波检查

确认存在大脑异常，而且孕妇血清或羊膜穿刺术的寨卡

病毒检测呈阳性，异常现象就有可能与寨卡病毒相关。 

头围比孕龄均值低两个、三个和五个标准差，被用

作为胎儿小头症的诊断标准。随着头围越来越小，其它

大脑异常以及因此造成预后更差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

这种情况下，该妇女及其伴侣（如果她愿意）应当接受

个体化的保健和咨询。根据胎儿大脑异常和相关预后的

严重性和确定性，范围可以从专门的产前保健和一系列

后续超声波检查以便监测异常现象的任何发展，直到讨

论妊娠管理的进一步可能步骤。重要的是要确保受影响

孕妇对所发现异常现象的预后获得以证据为基础的准确

信息。应当向该妇女及其伴侣（如果她愿意）提供非指

令性的咨询，使她能够与卫生保健提供者协商，对妊娠

管理的今后步骤作出充分知情的选择。 

坚持生产的妇女必须得到适当的护理和支持，以便

管理焦虑情绪、压力和分娩环境。应当与儿科医生或儿

科神经学家（如有）协商，同父母讨论婴儿出生后的保

健和管理计划。 

希望终止妊娠的妇女应当得到关于法律全范围内各

项选择方案的准确信息 13，在不能方便获得所期望医护

的地方还包括减少危害。 

所有妇女都必须获得尊重和尊严，无论她们对妊娠

作出何种个人选择。 

3. 指南的制定工作 

3.1 鸣谢 

这份暂行指南系由世卫组织生殖卫生和研究司

（RHR）以及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卫生司与

世卫组织美洲区域办事处合作编写。由 A. Metin 

Gülmezoglu 、 Olufemi Oladapo 、 Clara Menendez

（WHO/RHR）、Bremen De Mucio、Rodolfo Gomez

（AMRO)、和 João Paulo Souza（巴西里贝朗普雷图丹

圣保罗大学）组成的指导小组管理了指南的制定过程。 

世卫组织衷心感谢作为指南制定工作小组成员提供

服务的 Reem Abu-Rustum（黎巴嫩的黎波里胎儿高级护

理中心）、Melania Amorim（巴西 Joaquim Amorim 

Neto 教授帕拉伊巴州研究所)、Jose Guilherme Cecatti

（巴西坎皮纳斯大学）、Pisake Lumbiganon（泰国孔敬

大学）、Gustavo Malinger（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Isabelle Leparc-Goffart（法国军事生物医学科学研究

院）、Raquel de Almeida Marques（巴西 Artemis 协

会）、Rintaro Mori（日本东京国立儿童健康与发育中

心）、Ganeshwaran Mochida（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

Ashraf Nabhan（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Alfred Osoti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Lawrence Platt（美国洛杉矶大

卫格芬医学院）和 Fernando Bellissimo-Rodrigues（巴西

里贝朗普雷图丹圣保罗大学）。Veronika Tirado（瑞典

卡罗林斯卡学院）进行了快速文献审评并提交技术协商

会审议。Michelle Griffin（英国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国家

先天性异常和罕见疾病注册服务处）参加了技术协商会

并与指导小组合作审议了指南文件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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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南的制定方法 

这份指南基于世卫组织及其它国际机构现有的建

议。指南的制定过程包括：确定重点问题；快速文献搜

索和证据检索；评估和综合可得证据；以及商定各项建

议。指导小组利用可得证据和专家协商会起草了关于寨

卡病毒传播背景下临床做法以及检测和保健决策表的建

议。世卫组织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召开了一次虚拟技术

协商会，指南制定工作小组在会上审议和批准了以可得

证据和专家意见为基础的各项建议。 

3.3 利益申报 

在参加技术协商会或者与制定指南相关的任何活动

之前，指南制定工作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填写了标准的世

卫组织利益申报表。根据世卫组织的准则，在个案基础

上处理了收到的利益申报产生的所有结果。技术协商会

与会人员也在协商会之前作出了利益申报，结果未发现

任何利益冲突。 

3.4 审查日期 

这些建议系在世卫组织应急程序下产生，有效期将

持续至 2016 年 8 月。到时将由日内瓦世卫组织生殖卫

生和研究司负责审查本指南并适当作出更新。世卫组织

欢迎就本指南的内容提出问题和建议。请通过电子邮件

把建议发送至 mpa-info@wh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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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针对生活在目前存在寨卡病毒传播地区的孕妇的保健决策表

生活在目前存在寨卡病毒传播地区的孕妇

在第一次产前检查及以后的每次检查时，卫生保健提供者应当评估孕妇是否出现寨卡病毒病体征
和症状并提供以下方面的咨询意见：

• 防范蚊虫叮咬的个人防护措施

• 在住所和工作场所减少蚊虫滋生的行动

• 关于寨卡病毒感染及对妊娠影响的未知因素

孕妇未报告在目前妊娠期间出现与寨卡病毒病相一致的
体征和症状

孕妇报告说在目前妊娠期间出现了与寨卡病毒病相一致
的体征和症状

• 常规产前保健

• 如果可获得并如果第一次产前检查是在第18周以前，
考虑在该次检查时进行超声波扫描以评估胎儿形体情
况和孕龄

• 在第18-20周，或者如果第一次检查在第20周之后，在
该次检查时确保进行胎儿超声波扫描以评估形体情况

• 检测孕妇是否感染寨卡病毒

• 对症治疗（如需要）并提供咨询

• 如果可获得并如果第一次产前检查是在第18周以前，
考虑在该次检查时进行超声波扫描以评估胎儿形体情
况和孕龄

• 在第18-20周，或者如果第一次检查在第20周之后，在
该次检查时确保进行胎儿超声波扫描以评估形体情况

无胎儿小头症和/或其
它大脑异常*

有胎儿小头症和/或其
它大脑异常*

孕妇寨卡病毒感染检
测结 果 呈 阳性 或不
肯定

孕妇寨卡病毒感染检
测呈阴性

• 常规产前保健

• 在第 28-30周考虑再
次进行胎儿超声波
扫描

检测孕妇是否感染寨
卡病毒

孕妇寨卡病毒感
染检测呈阴性

无胎儿小头症和 /
或其它大脑异常*

无胎儿小头症和 /
或其它大脑异常*

有胎儿小头症和 /
或其它大脑异常*

孕妇寨卡病毒感
染检测结果呈阳
性或不肯定

有胎儿小头症和 /
或其它大脑异常*

• 考虑羊膜穿刺术
及其它检查 **以
便筛查基因异常
和先天性感染，
包括寨卡病毒

• 考虑转诊接受专
门医护

• 个体化保健和咨
询

• 常规产前保健

• 考虑进行后续超
声波检查（每隔
4周）

• 常规产前保健

• 在第28-30周再次
进行胎儿超声波
扫描

• 考虑羊膜穿刺术
及其它检查**以
便筛查基因异常
和先天性感染，
包括寨卡病毒

• 考虑转诊接受专
门医护

• 个 体 化 保 健 和
咨询

怀疑患有与寨卡病毒病相关的小头症和/或其它大脑异常*

• 使用超声波详细评价胎儿畸形以确认之前的超声波检查结果

• 考虑进行羊膜穿刺术以发现基因异常和先天性感染，包括寨卡病毒

• 调查其它可能病因

• 考虑转诊接受专门医护

• 根据相关大脑异常的严重程度和预后，提供个体化保健和咨询

与寨卡病毒病相关的小头症和 /或其
它大脑异常*

与寨卡病毒病无关（例如，基因综合
征、其它先天性感染）

*包括脑室扩张、钙化点、异常脑沟和脑回、脑萎缩、胼胝体发育不全、不能显现大脑的不同部分、小脑异常、小眼畸形、眼球钙化或关节挛缩。

** 梅毒、弓形体病、风疹、巨细胞病毒和单纯疱疹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