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时指导，以保护专业护理和长期护理机构中的工人免于暴

露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 

2021 年 5 月 7 日

 

 

注意：本文件涉及呼吸器、呼吸防护程序和空气传播感染隔离室的要求。

背景知识 

Cal / OSHA的法规要求对暴露于空气传播传染病（例如于2019年12月首次发现COVID-19）的工人

进行保护。该临时指南为专业护理和长期护理设施的雇主和工人提供了重要信息，以防止暴露于

病毒。雇主和雇员应审查自己的健康和安全程序以及下文详述的建议和规范，以确保保护工人免

受COVID-19的侵害。

病毒体征，症状和传播 

COVID-19的常见体征和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和呼吸困难。在报告的病例中，疾病的严重程度从轻

度症状到死亡。从暴露到症状发作的时间为2到14天。该病毒可能通过紧密接触在人与人之间传

播，并且大小不一的呼吸飞沫以及可能击中眼睛，鼻子或嘴的粘膜或吸入鼻子或嘴的颗粒。

专业护理/长期护理设施和 COVID-19 

专业护理和长期护理机构的居民极有可能因COVID-19患严重疾病或死亡，这是因为该机构的性质

和居民人口的特征，其中常包括老年人或其他患有慢性病的人医疗条件。这些设施的脆弱性也使

员工面临风险。正如最近在华盛顿州爆发的疫情所表明的那样，COVID-19可以在长期的居民护理

设施中迅速传播，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一份报告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另一篇发表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 

疫情发生在华盛顿州金县，从2020年2月27日至3月18日，三十个长期专业护理和辅助生活设施报

告了一个或多个确诊的COVID-19病例。截至3月18日，有101名居民，50名医护人员，并确认有16

位访客具有COVID-19； 34名居民死亡。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定了可能导致疫情爆发的以下因素： 

• 工作人员在经历疾病症状时工作

• 工作人员在多个设施工作

• 对规范，液滴和接触预防措施以及眼睛防护建议的熟悉程度和遵循程度不足2

• 由于警觉性低， 不足的测试, 以及仅凭体征和症状难以识别 COVID-19，难以及时识别病
例。

疫情爆发后，华盛顿州的地方和州当局针对长期护理机构制定了预防措施，其中包括：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wr/mm6912e1.htm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5412?query=featured_home


 实施针对访客和非必要人员的症状筛查和限制政策。

   

 

 

 

 积极筛查医护人员，包括测量和记录体温以及确定呼吸道症状以识别和排除有症状的医务人员。

 居民症状监测。

 保持社交距离，包括限制居民流动和集体活动。

 对员工进行感染控制和个人防护装备的培训。

 建立解决本地个人防护装备短缺的计划，包括县和州对供应链和库存释放的协调以满足需求。

加州/ OSHA要求 

气溶胶/飞沫传播疾病（ATD）规范（j8标题，第5199节）包含保护员工免受气溶胶/飞沫传播的

疾病和病原体侵害的要求。 COVID-19是ATD规范涵盖的一种空气传播传染病。 ]

ATD规范适用于专业护理和长期保健设施。它还适用于此处未列出的许多其他设施和服务，在这

些设施和服务中，气溶胶/飞沫传播感染的风险增加。有关如何遵守ATD规范的更多信息和更多详

细信息，请访问Cal / OSHA COVID-19 网站。

专业护理和长期护理机构，将可疑和确诊的 COVID-19 患者转诊或转移到其他机构 

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患者隔离空气传播感染时，专业护理和长期保健机构会将患者转移到医

院。根据ATD规范，转移此类患者的雇主是“推荐雇主”，其要求不如急症护理设施那么严格。

但是，由于COVID-19，医疗机构的需求正处于急遽上升，并且预计某些转介雇主将维持COVID-19

患者，而不是转移他们。这是ATD规范所预期的，并且在以下情况下还需要满足其他要求。

推荐雇主的一般要求 

如果专业护理或长期护理机构不能照料，诊断，治疗，安置或运输患有可疑或确诊的空气传播传

染病（例如COVID-19）的患者，则他们可能是推荐雇主。推荐雇主必须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以

保护其员工免受ATD规范规定的气溶胶/飞沫传播疾病的侵害，包括以下内容：

 实施以下书面感染控制程序，以传播包括 COVID-19在内的可通过气溶胶/飞沫传播的疾病。

 指定一个人来执行感染控制程序。

 包括清洁和消毒可能对员工造成感染风险的工作区域，车辆和设备的程序。

 在长期护理机构中包括 CDC 建议的预防 COVID-19 的程序：

 限制探视，但某些同情的护理情况（例如临终情况）除外。

 限制志愿者，不必要的医护人员和其他服务（例如理发师）的进入。

 取消所有团体活动和公共用餐。

 对居民和医护人员进行积极的发烧和呼吸道症状筛查。

 在工作现场向员工及其代表提供感染控制程序

https://www.dir.ca.gov/title8/5199.html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Health-Care-General-Industry.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ealthcare-facilities/prevent-spread-in-long-term-care-facilities.html


 实施书面程序，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快速筛查，转介并转移疑似或确诊的空气传播传染病患者到

合格的机构。

 实施书面的感染源控制程序，包括在医学允许的情况下让患者戴口罩。

 如果患者未戴口罩，则在进入可疑或已确诊患者所在的房间或区域时，请提供并确保员工使用适

当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呼吸防护。如果该设施要容纳 COVID-19患者而不是将其转移到带有空气传

播隔离室的医院或其他设施，则还必须使用防毒面具/口罩。防毒面具/口罩必须获得 NIOSH的认

证，并且必须具有可清除至少 95％或更多的空气中颗粒（N95）的过滤器。

注意：在非紧急情况下， 雇主必须向所有职业性接触新病原体（例如SARS-CoV-2）的雇员提

供并确保使用NIOSH认证的防毒面具/口罩。但是，对于当前的COVID-19危机，当防毒面具/口

罩的供应不足以应付急遽上升的疫情或确定优先次序的有效使用防毒面具/口罩仍然无法解决

防毒面具/口罩短缺时，承保雇主必须提供手术口罩。手术口罩只能用于涉及患者接触的低危

险任务。进行程序会生成气溶胶/飞沫时，必须由NIOSH认证的电动空气净化防毒面具

（PAPR）保护员工。 N95防毒面具用于这些程序仅可在PAPR的供应不足以应付急遽上升的疫

情. 

 为员工提供医疗服务

o 为员工提供季节性流感和其他疾病的疫苗接种，标题 5第 8199节附录 E

 发生感染事故时进行调查并采取预防措施：

o 向当地卫生官员报告任何疑似或确诊的 COVID-19病例。

o 通知可能与疑似或确诊的 COVID-19病例接触过的雇员的其他雇主，例如医护人员，急诊

医疗技术人员，急救人员或医疗机构或接待转诊患者的机构。

o 调查并确定哪些员工对疑似或确诊的 COVID-19病例有大量接触，并进行接触分析。向当

地卫生官员提供接触分析。

o 通知有大量接触的员工有关接触的日期，时间，和接触的方式。

o 请持牌医疗保健提供者，为所有有大量接触的雇员提供医学评估，包括任何适当的疫苗接

种，预防和治疗。

o 如果有执照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或当地卫生官员建议，为防止 COVID-19传播，请在必要

时将其从日常工作中隔离。



 

 

 

  

 

 

 

 

如果需要隔离，雇主必须维护雇员的收入，资历和所有其他雇员的权益，包括雇员对其以前

工作状态的权利，就好像该雇员并未因隔离或因病受限。

 为员工提供以下培训，使他们有机会进行互动式提问：

o 迹象，症状，传播方式以及何时需要对包括 COVID-19在内的气溶胶/飞沫传播疾病进行医

学评估

o 筛选可能需要转诊至其他机构的患者的方法和规范

o 雇主的感染源控制措施以及如何将这些措施传达给患者和访客

o 雇主将患者转诊至其他机构的程序

o 雇主在员工转移之前保护其免受气溶胶/飞沫传播性疾病侵害的程序，以及如何使用所有

个人防护设备

o 使用呼吸防护时的防毒面具/口罩培训

o 雇主需要有汇报感染事件，提供疫苗，医疗服务和评估的程序

o 员工如何使用雇主的书面程序，以及员工如何参与审查雇主程序的有效性

不会转移可疑和确诊的 COVID-19 患者的专业护理和长期护理机构 

如果专业护理或长期护理机构不能转诊或转移可疑或已确诊的COVID-19患者，则除上述要求外，

雇主还必须：

如上所述，本指南提供了有关Cal / OSHA的ATD规范，8 CCR第5199节的要求的信息。在当前

防毒面具/口罩短缺的情况下，雇主应审查并遵守 Cal / OSHA卫生设施COVID-19临时指南：

严重的防毒面具/口罩供不应求。

如果有设施可用，应及时将患者移至空气传播隔离室（AIIR）。如果没有可用的AIIR，则该机构

应咨询加利福尼亚公共卫生部，并提供适当的最大隔离级别。这可能包括一间私人房间，其门通

常关闭加上可移动通风系统以产生负压。

 每当员工位于 COVID-19患者所在的区域时，为其提供经过适合性测试的 NIOSH 批准的防毒面具/

口罩。雇主应实施呼吸保护计划，以确保对雇员进行防毒面具/口罩使用的医学评估，培训和适

合性测试。 Cal / OSHA 网站有提供如何建立呼吸保护程序的说明。

 为员工提供 CDPH 或当地卫生部门建议的任何医学检查或监视，以支持及早发现 COVID-19感染。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Cal / OSHA冠状病毒网站。

讯息来源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respiratory.pdf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Health-Care-General-Industry.html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Cal-OSHA-Guidance-for-respirator-shortages.pdf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Cal-OSHA-Guidance-for-respirator-shortages.pdf


专业护理和长期护理 

 

 

  

 加州卫生设施协会。 CAHF 防灾计划。

 加州公共卫生部。所有设施信函 AFL 20-25。在加利福尼亚专业护理机构为冠状病毒疾病 2019

（COVID-19）做准备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为 COVID-19 做准备：长期护理机构，疗养院。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长期护理设施中的 COVID-19-华盛顿州金县，2020 年 2月 27日至

2020 年 3月 9 日

 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疗养院中感染控制和预防冠状病毒疾病的指南 2019

（COVID-19）（修订）

规范和呼吸防护计划的Cal / OSHA指南和情况说明书： 

• 保护工人免受冠状病毒侵害的通用行业指南（COVID-19）

• 安全与健康情况说明书|气溶胶/飞沫传播疾病

• 加州工作场所气溶胶/飞沫传播性疾病指南

• 工作场所的呼吸防护

• 呼吸防护情况说明书

Cal / OSHA 样版书面计划 

 气溶胶/飞沫传播疾病感染控制计划

 气溶胶/飞沫传播疾病实验室生物安全计划

 气溶胶/飞沫传播疾病推荐雇主书面计划

1 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长期护理设施中的COVID-19，2020年2月27日至2020年3月9日，华盛顿

州金县。MMWR。 2020年3月18日。网址：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wr/mm6912e1.htm; 

Temet M. McMichael 等。华盛顿州金县的长期护理机构中Covid-19的流行病学。新英格兰医学

杂志。 2020年3月27日

2 在加利福尼亚州，除了根据Cal / OSHA的气溶胶/飞沫传播性疾病（ATD）规范（标题8，第

5199条）规定的规范，飞沫和接触预防措施外，还需要隔离空气传播的感染，以保护工人免受

COVID-19侵害。 

2021 年 5 月 7 日

https://www.cahfdisasterprep.com/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HCQ/LCP/Pages/AFL-20-25.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HCQ/LCP/Pages/AFL-20-25.aspx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ealthcare-facilities/prevent-spread-in-long-term-care-facilities.html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wr/mm6912e1.htm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wr/mm6912e1.htm
https://www.cms.gov/files/document/qso-20-14-nh-revised.pdf
https://www.cms.gov/files/document/qso-20-14-nh-revised.pdf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CoronaTri-GISO-03.16.2020-ADA.pdf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Aerosol-Diseases-fs.pdf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Aerosol-Diseases-fs.pdf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ATD-Guide.pdf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ATD-Guide.pdf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respiratory.pdf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respiratory-protection-fs.pdf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ATD-Exposure-Control-Plan.docx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ATD-Biosafety-Plan.docx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ATD-Biosafety-Plan.docx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ATD-Model-Referring.docx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wr/mm6912e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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