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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检测可能会带来安全假象 
2020 年 10 月 1 日更新 
尽管现在海员越发普遍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但船舶经营者应意识到，没有任何检

测是 100%准确的。正如 Ingrid H.Johansen 博士所述，在登船港口对换班船员进行为

期两周的隔离仍应是防止受感染船员登船的主要措施。 
 

 
 

国际海事组织与众多行业组织共同制定了一套协议框架，以确保在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大流行期间船员进行安全换班 (国际海事组织 No.4202/Add.14 号通函)。该等

协议向船舶经营者和船员、各国政府、海事管理部门、港务局以及所有与船员换班有

关的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建议，包括如何管理和控制船员在离开原籍国，前往港口换

班和遣返途中感染病毒的风险。 

 

当前，许多港口和国家对新冠病毒的管理规定各不相同，船舶经营者必须与有关防疫

部门建立信任和信心。因此，鼓励船舶经营者执行 IMO 协议中规定的所有相关建议，

包括船员的自我健康监控，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装备(PPE)，保持社交距离，并且如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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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HotTopics/Documents/COVID%20CL%204204%20adds/Circular%20Letter%20No.4204-Add.14%20-%20Coronavirus%20(Covid-19)%20-%20Recommended%20Framework%20Of%20Protoco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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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检测试剂，应进行有效的隔离和检测。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以配合此

项协议，确保所有船员在换班和出行过程中遵守协议。 

 

协会近期经历 

尽管船舶经营者和船员已竭尽全力确保船员安全换班，但我们发现，接班船员感染

COVID-19 的案件仍有所增加。我们还发现，作为船员换班政策的一部分，船舶经营者

越发依赖船员的核酸检测。 

 

挪威海洋和潜水医学中心的 Ingrid H.Johansen 博士在 2020 年 6 月 2 日发表的《关于

COVID-19 检测的介绍》中解释了 COVID-19 检测的复杂性。在后续文章中，她解释了

为什么船舶经营者需要将检测与隔离相结合，以确保船员的安全换班。 

 

我们非常感谢 Ingrid H.Johansen 博士就这一话题分享的以下有趣并实用的见解： 

 

 COVID-19 检测呈阴性的问题 

目前推荐用于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方法是聚合酶链反应或称 PCR 检测。正如本协会先

前洞察文章所述，虽然 PCR 检测被认为可以准确识别病毒基因组序列，但过于依赖此

类检测存在一定风险。最重要的是，使用者必须了解 PCR 检测结果： 

• 仅是对进行检测当时体内病毒水平的快速判断； 

• 无法预测检测后的感染可能性； 

• 无法检测到受试者过去是否曾感染 COVID-19； 

• 若在感染初期进行检测，结果可能会显示“假阴性”，因为体内的病毒含量太低，

无法检测到。 

此外，所有检测、检测程序和分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检测方法可能不够准确或具

体。检测样本可能不够理想，或者在检测分析中可能存在问题，如其他测试的污染。

因此，即使 PCR 检验被认为是准确的，并且出现“假阳性”的概率很低，但也不能排

除“假阴性”的可能性。协会的下述案例表明，仅仅依赖核酸检测结果是具有相当风

险的。 

 

案例 1 

http://www.gard.no/web/updates/content/29797406/an-introduction-to-testing-for-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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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健康的船员在从原籍国出发的前三天进行了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呈阴

性，四天后其登船工作。次日该船员出现发高烧等症状，随即被隔离在船上的医务

室。船长和船员立即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病毒传播和感染。第二天，其被带到岸

上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从该船员登船前的检测结果阴性到病发后首次检

测呈阳性，仅过了六天。 

 

如上述案例所示，在船员换班时，PCR 检测不能完全代替隔离。只有将 PCR 检测与隔

离和其他防疫措施结合起来，如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和保持社交距离，才能妥善管控船

员受感染的风险。  

 

COVID-19 的关键时间线 

为什么检测的时机至关重要？正如本协会先前洞察文章所述，PCR 检测是在体内寻找

活性病毒。病毒必须已经开始在体内传播才会活跃。PCR 检测最有可能在感染后的 3

至 8 天发现病毒，这意味着如果对受感染者过早地进行检测，病毒可能不会被检测

到。 

 

症状出现需要多长时间？平均而言，从感染到出现症状需要 5-6 天的时间，几乎所有

感染者都是在感染后 14 天内出现症状的。其中，50%的人在感染后的前五天出现症

状，而在第 12 天发病的人数高达 97.5%。大多数人开始时症状轻微，而那些病情恶化

的人，通常是在首次症状出现后一周左右开始的。我们知道，有一部分感染者从未出

现明显的症状，但在撰写本报告时，我们不知道这类人的比例。 

 

这种病毒什么时候最具传染性？感染者在早期最具传染性。我们知道，在感染者出现

症状之前的 48 小时病毒传染性最强。在首次症状出现后 7 天，病毒传播的风险开始下

降；在出现症状 10 天后不太可能出现病毒传播。无症状感染者仍可将病毒传播给他

人，但目前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 

 

参看协会案例 1，我们无法确定该船员是在原籍国进行第二次检测之前感染了病毒，

还是在换班途中受感染，亦无法确定 PCR 检测结果是否准确。但显然，从他登船的那

一刻起，就存在感染其余船员的风险。防止此类情况发生的最佳办法是在他到达港口

和登船换班之前进行充分地隔离。 

 

与专业的卫生人员协作检测 

http://www.gard.no/web/updates/content/29797406/an-introduction-to-testing-for-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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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向协会报告的另一个案例表明，COVID-19 检测非常复杂。 

 

 

假设案例 2 的检测程序没有问题，亦无造假检测证明，则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这些船

员在原籍国接受检测之前已受感染，或在换班途中被病毒感染。他们的身体成功地战

胜了病毒，因此在第三轮检测中无法检测到病毒。检测结果仍呈阳性的船员可能存在

所谓的“长期病毒脱落”，这是一种罕见的情况，即在最初感染和所有症状消失后的

很长时间内仍可检测出病毒。尽管我们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但迄今为止的证据表

明，一个可以长期避免感染的人不会对他人带来感染风险。 

 

尽管在协会的案例 2 中已给出该结果可能的解释，但该案例还表明，解释检测结果可

能有一定难度，并强调与专业卫生人员密切合作进行检测的重要性。 

 

建议检测与隔离相结合 

一些向全球船队提供换班船员的国家将核酸检测列为换班的先决条件。要求船员在原

籍国进行核酸检测和隔离，可防止已受感染的船员出发换班并登船，亦可防止其在途

中传染他人。然而，正如上述案例所示，船员仍可能在从原籍国出发前、前往港口换

班途中感染病毒。我们知道，PCR 检测最有可能在感染后的 3 至 8 天检测到病毒，因

此，为防止受感染船员登船，最佳做法是：将船员在原籍国进行核酸检测与在港口附

近进行充分隔离和额外的检测相结合。 

 

在 2020 年 7 月，国际海事卫生协会(IMHA)发表了一份关于“让健康的船员登船：通过

隔离和检测降低风险”的声明，并且就如何最好地将检测和隔离相结合作为船员换班

政策的一部分，其专家提供了以下“黄金指南”： 

案例 2 

一组船员从原籍国出发，两天后抵达登船地点。所有船员都携带了在离开原籍国前

进行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在出发前备有洗手液、口罩和手套。抵达登船地点次

日，船员再次进行核酸检测。两天后的结果显示，全组船员的 COVID-19 检测呈阳

性，他们按照当地规定进行了七天的隔离。隔离期满后，即首次检测呈阳性后约十

天，这些船员进行了重新检测。结果表明，一名船员的 COVID-19 检测仍呈阳性，其

余船员则呈阴性。这又作何解释？ 

https://www.ics-shipping.org/docs/default-source/resources/getting-healthy-seafarers-to-a-shipD60DA4DEA5BD.pdf?sfvrsn=2
https://www.ics-shipping.org/docs/default-source/resources/getting-healthy-seafarers-to-a-shipD60DA4DEA5BD.pdf?sfvrs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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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原籍国接受核酸检测，并进行症状自查。若检测结果呈阳性,则居家隔离；若结果

呈阴性且无症状，可前往换班。 

 2.前往换班船舶所在国途中应注意；尽可能保持社交距离并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若发现可能存在 COVID-19 病毒感染，及时上报。 

3.在换班船舶所在国进行隔离，且隔离地点尽可能靠近该船港口。在抵达隔离地点后

的 3-5 日内进行核酸检测。 

4.隔离 14 天并进行症状自查。若发现可能感染 COVID-19，及时上报。 

5.在隔离期结束前再次进行核酸检测。若检测结果呈阴性并且无任何症状，经专业卫

生人员消毒清理后方可登船换班。 

  

第一次检测的目的在于阻止已感染船员从原籍国出发。第二次检测的目的在于在出发

前和途中检测病毒的感染。第三次检测的目的在于保证船员在登船之前完全未受病毒

感染。该声明还就如何最好地实施隔离提供了建议。 

 

虽然我们了解在一些区域执行上述程序可能存在一定难度，并且各地方当局的政策均

有不同，但我们建议船舶经营者根据上述情况仔细评估其船员换班政策。请谨记，船

舶经营者须权衡执行这些措施的实际成本，以及船上 COVID-19 感染的潜在后果。 

 

提高免疫力能缓解这种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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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逐步走向一种局面，即越来越多的船员感染新冠病毒。一些船员已从疾病中恢

复，而许多船员却不知道他们曾被感染。这些船员将来可能对这种病毒免疫。然而，

由于病毒出现的时间有限这一点仍有待证实。此外，我们不确定这种免疫会持续多

久，也不知道病毒本身是否会逐渐改变并能够再次感染人。因此，在编写本报告时，

卫生部门对于宣布已治愈的 COVID-19 感染者存在一个特定的免疫期犹豫不决。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保持船舶不受 COVID-19 感染的最安全的办法，能从

登船前隔离和检测，转向接受已宣布免疫或接种疫苗的船员。 

 

  

本协会的总结和建议 

船员换班安排是航运业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安全难题”之一。一方面,受 COVID-

19 的限制,大批船员已超期服务,在长时间工作后无法换班。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应持续

的,这严重影响到船员的身心健康和船舶的航行安全。但另一方面,船员换班也会增加船

上 COVID-19 的传播和感染风险。 

 

为方便船员的安全轮换，并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帮助保护广大公众的健康，全球航

运业和各国政府必须通过国际海事组织第 4204/Add.14 号通函中规定的《船员换班议定

书》和其他健康指南，如：  

• 降低船上 COVID-19 病例风险协议(ICS、IMHA 和 Intertanko，2020 年 8 月 26 日) 
• 改进货船和渔船应对 COVID-19 的公共卫生措施（世卫组织，2020 年 8 月 25 日） 

• 关于船舶经营者保护船员健康的 COVID-19 指南(ICS，2020 年 9 月 29 日) 

• COVID-19 相关指南：确保船舶和岸上人员安全交接（国际海事组织，2020 年 5 月 6

日） 

 

随着船员接受核酸检测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建议船舶经营者认真考虑如何将核酸检

测与隔离最好地结合起来，成为船员换班政策的一部分。正如 Ingrid H.Johansen 博士所

述，没有任何检测是 100%准确的，单一核酸检测并不能取代隔离。她还强调，如要通

过核酸检测来缩短隔离时间，必须慎之又慎。此外，这可能会大大增加换班船员将

COVID-19 病毒携带至船上的风险。在我们进一步了解已治愈 COVID-19 患者的安全免

疫期之前，应将换班船员在登船港口进行隔离(无论是否进行过核酸检测)作为防止已

感染船员登船的主要措施。 

 

http://www.gard.no/Content/29652815/IMO_COVID19_framwork_crew_change_travel.pdf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HotTopics/Documents/Circular%20Letter%20No.4204-Add.27.pdf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Non-passenger_ships-2020.1
https://www.ics-shipping.org/docs/default-source/resources/covid-19-guidance-for-ship-operators-for-the-protection-of-the-health-of-seafarers-v2.pdf?sfvrsn=4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HotTopics/Documents/COVID%20CL%204204%20adds/Circular%20Letter%20No.4204-Add.16%20-%20Coronavirus%20(Covid%2019)%20-%20Covid-19%20Related%20Guidelines%20For%20Ensuring%20A%20Safe%20Shipboa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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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更多关于 COVID-19 的信息来源？请访问协会网站 COVID-19 热点话题页面收集相

关网站、指南和协会材料的链接，这可以帮助船舶经营者，船长和船员保持警惕，做

好准备和应对 COVID-19 爆发。 

 

http://www.gard.no/web/topics/article/29290807/covid-19-coronavir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