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您可能接触过新冠肺炎 (COVID-19)，该怎么办？ 

本页内容： 

人们可能会如何接触到 COVID-19 

与 COVID-19 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在您与 COVID-19 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措施 

密切接触后要在家中待多久（隔离检疫） 

如果您开始感到不适或 COVID-19 检测呈阳性时应采取的措施 

其他资源 

 

人们可能会如何接触到 COVID-19 

人们认为 COVID-19 主要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当感染者咳嗽、打喷嚏、唱歌或说话时，

通过从口腔或鼻子喷出的呼吸道飞沫，在彼此密切接触的人之间（24 小时内距离在 6 英

尺以内的累计总时长为 15 分钟或更长）会发生传播。  

有时会通过空气传播。这表示感染者会释放出带有病毒的飞沫和微粒，这些飞沫和微粒可

能在空气中停留数分钟至数小时，并且可能会感染距离他们 6 英尺以外的人。这种类型

的传播不常见，但在通风（空气流动）不良的密闭空间内更常有发生。  

较少情况下，COVID-19 可以通过接触受污染的表面而传播。COVID-19 可由未表现出症

状的人传播或者在其症状出现之前传播。每个人都可以尽量多待在家中，减少接触病毒的

机率。如果您决定外出，请遵循以下提示以确保安全。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local-exposure/#Exposed-to-covid-19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local-exposure/#Exposed-to-covid-19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local-exposure/#close-contact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local-exposure/#steps-to-take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local-exposure/#quarantine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local-exposure/#if-you-are-sick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local-exposure/#resource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how-covid-spreads.html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prevention-tips/


 

与 COVID-19 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通常，您需要与具有传染性的 COVID-19 感染者密切接触才会被传染。  

• 密切接触表示：  

o 24 小时内与 COVID-19 感染者的距离在 6 英尺以内的总时长为 15 分钟或更

长，或者 

o 直接接触呼吸道分泌物（例如，咳嗽或打喷嚏时在附近、共用水杯或餐具、接

吻），或者 

o 照顾 COVID-19 感染者，或者 

o 与 COVID-19 感染者一起居住。 

• COVID-19 感染者可以从生病前 2 天（或者如果他们从未出现过症状，则在检测呈

阳性前 2 天）开始将 COVID-19 病毒传染给他们的密切接触者，直到他们达到停止

隔离的标准为止。 

• 与 COVID-19 感染者密切接触过的人需要隔离检疫（待在家中）。  

o 如果您已经接种了 COVID-19 疫苗，然后与 COVID-19 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

您仍然需要待在家中。 

o 如果您已经接种了 COVID-19 疫苗，然后检测出 COVID-19 呈阳性，您仍然需

要待在家中。 

o 如果您与一个人有过密切接触，而这个人密切接触过 COVID-19 感染者，那么

您无需隔离检疫。如果您的密切接触者 COVID-19 检测呈阳性，那么您应当隔

离检疫。  

 

在您与 COVID-19 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情况下应采取的

措施 

• 待在家中并远离他人（“隔离检疫”）。避免与他人接触，以免传播 COVID-19。  

o 不要去上班或上学。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租车或拼车。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ntent/uploads/sites/182/2020/04/Home-IsolationQuarantine-Release-Graphic_FINAL.pdf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ntent/uploads/sites/182/2020/04/Home-IsolationQuarantine-Release-Graphic_FINAL.pdf


o 如果您与 COVID-19 感染者同住，请尽量与家中的患病成员分开。避免在家中

共用同一个空间，包括待在同一个房间。如果可能，请使用其他卧室或卫生

间。   

o 您当地的卫生部门可以帮助您确保基本需求（例如食物和药物）得到满足。  

• 自最后一次接触后，请持续 14 天监测您的健康状况。  

o 每天用体温计量两次体温（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并注意是否发烧。另外，

还要注意 COVID-19 的其他体征和症状，例如咳嗽、呼吸急促、寒颤、肌肉疼

痛、喉咙痛或新丧失味觉或嗅觉。  

o 您可以下载 VDH 的每日症状监测日志，以帮助您追踪症状。卫生部门还可能对

那些被评估为接触过 COVID-19 的人使用电子症状监测程序。 

• 进行检测。请联系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询问如何进行检测。弗吉尼亚州有许多 

COVID-19 检测点。  

o 如果您出现症状，应立即进行检测。  

o 如果您没有症状，最好在接触后至少等待 5 天后再进行检测。如果过早进行检

测，可能无法检测到该病毒。  

o 即使您没有症状，并且您的 COVID-19 检测结果为阴性，您仍需要在整个 14 天

中监测症状，并在家中至少待 7 天。在家中待 14 天最安全。 

• 接听电话。如果您在接触者追踪过程中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则您当地的卫生部门可能

会联系您，给您提供更多建议。  

o 如果卫生部门发现大量 COVID-19 病例，则他们可能无法对所有报告的 

COVID-19 病例进行及时的接触者追踪和病例调查。他们将需要优先安排某些

接触者跟踪和病例调查工作。如果您知道自己与 COVID-19 感染者在他们能传

播此病毒时有过密切接触，请待在家中并监测您的健康状况，即使卫生部门未

给您打电话。 

• 对通知作出反应。如果您从 COVIDWISE 应用程序收到接触通知，则表明您的设备

与 COVID-19 检测呈阳性人士的设备曾经在密切接触的范围内。 

o 尽量待在家中并远离他人，尤其是那些患严重疾病风险较高的人。接触至少 5 

天后进行检测并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 

 

与 COVID-19 感染者密切接触后，要在家中待多久（隔离

检疫） 

接触后可能需要多达 14 天才能感染 COVID-19。这就是为什么 VDH 以及疾病控制和预

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建议人们在他们最后一次接

触后在家中待 14 天（隔离检疫）的原因。在家中待 14 天最安全。  

https://www.vdh.virginia.gov/health-department-locator/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ntent/uploads/sites/182/2020/03/Daily_Monitoring_Log.pdf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ntent/uploads/sites/182/2020/03/Daily_Monitoring_Log.pdf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covid-19-testing/covid-19-testing-sites/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prevention-tips/contact-tracing/
https://www.vdh.virginia.gov/health-department-locator/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hp/contact-tracing/contact-tracing-plan/prioritization.html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vidwise/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vidwise/


如果您与 COVID-19 感染者生活在一起，则您应在家中最后一名患者结束隔离后，在家

中待 14 天（隔离检疫）。如果家庭成员能够与感染者完全分开，那么他们应在最后一次

与感染者接触后在家中待 14 天。完全分开表示没有接触，没有共用空间的时间，待在单

独的卧室中以及使用单独的卫生间。  

如果您最后一次接触后无法在家中待 14 天并且没有症状，则有 2 种选择*： 

• 将您最后一次接触的日期算作第 0 天，您可以在第 10 天后离开家；或者 

• 如果可以进行 PCR 或抗原检测，那么您可以进行检测。如果在第 5 天或之后进行的 

PCR 或抗原检测结果为阴性，那么您可以在第 7 天后离开家。如果您在第 7 天之前

得到了阴性的检测结果，那么您还不应该离开家。  

在最后一次接触后的整个 14 天内，继续监测症状并遵循所有建议（例如，佩戴口罩、与

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并经常洗手）非常重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DH 何时结束居家隔离和隔离检疫信息图。 

*这些接触后不足 14 天就离开家（结束隔离检疫）的选项目前不适用于医护人员或医疗

保健机构中的人员。从事某些工作的人员（例如，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外的关键基础设施

工作人员）如果有过接触，则应待在家中（隔离检疫），但如果企业没有他们就无法运

营，则可以允许他们上班。他们只有在没有任何症状并且采取了其他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

和社区时，才能上班。了解更多有关 VDH 对于关键基础设施工作人员潜在风险的建议。 

 

如果您开始感到不适或 COVID-19 检测呈阳性，请在家自

我隔离。 

• 待在家中，除非要接受医疗护理。与其他人分开。 

• COVID-19 的最常见症状是发烧、咳嗽和呼吸急促。其他常见症状包括寒颤、肌肉疼

痛、喉咙痛或新丧失味觉或嗅觉。并非每个 COVID-19 感染者都会出现所有症状，

并且可能不会出现发烧。  

• 如果出现症状，VDH 建议您进行检测。请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联系。您的提供者

可能会采集样本以对您进行检测，或帮助您寻找您所在区域的采样点。 

• 了解更多有关在您患上 COVID-19 时可以采取的保护家中和社区其他人的措施。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ntent/uploads/sites/182/2020/04/Home-IsolationQuarantine-Release-Graphic_FINAL.pdf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ntent/uploads/sites/182/2020/04/Home-IsolationQuarantine-Release-Graphic_FINAL.pdf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ntent/uploads/sites/182/2020/04/Home-IsolationQuarantine-Release-Graphic_FINAL.pdf
https://www.cisa.gov/identifying-critical-infrastructure-during-covid-19
https://www.cisa.gov/identifying-critical-infrastructure-during-covid-19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vdh-interim-guidance-for-implementing-safety-practices-for-critical-infrastructure-workers-non-healthcare-during-widespread-community-transmission-in-virginia/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covid-19-testing/covid-19-testing-sites/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coronavirus/what-to-do-if-you-have-confirmed-or-suspected-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


 

想要查询更多信息： 

• 访问弗吉尼亚州卫生部 (Virgi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VDH) COVID-19 网站 

• 访问 VDH COVID-19 疫苗网站 

• 访问 VDH 常见问题页面并搜索“COVID-19 接触” 

• 查看 VDH 的接触通知应用程序 COVIDWISE 

• 了解与 COVID-19 感染者一起生活的提示 

• 可打印传单：VDH COVID-19 接触（英语、西班牙语） 

• 阅读 VDH 通知您的接触者资源 

• 致电 VDH 的 COVID-19 热线 877-ASK-VDH3 (877-275-8343) 

 

页面上次更新时间：2021 年 1 月 22 日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ronavirus/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vid-19-vaccine/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vid-19-faq/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vid-19-faq/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vidwise/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ntent/uploads/sites/182/2020/08/Living-with-Someone-with-COVID-19-7.20.2020.pdf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ntent/uploads/sites/182/2020/04/VDH-Exposed-to-COVID-19-ENG-.pdf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ntent/uploads/sites/182/2020/04/VDH-Exposed-to-COVID-19-SPAN.pdf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ntent/uploads/sites/182/2020/04/VDH_Slow_Spread_COVID19.pdf
https://www.vdh.virginia.gov/content/uploads/sites/182/2020/04/VDH_Slow_Spread_COVID1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