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如病毒是一种在人体肠道细胞中繁殖的病毒，只要摄取
10～100个左右的病毒就能感染。 

一般通过手、食物等媒介入口，大约 1～2天后出现呕吐、
腹泻、腹痛等胃肠炎症状。 

诺如病毒的感染和食物中毒在一年内均有可能发生，冬季
尤其多发。 

请使用本手册确认预防要点，防止食物中毒。 

传播途径  ❶食用受诺如病毒污染的食物而感染诺如病毒 
         A诺如病毒感染者烹调食物而使食物受污染 

             B食用了未完全加热的含诺如病毒的双壳贝    
❷由人感染人 

        感染者的呕吐物或粪便污染室内环境，而使周围人感染 

注意“隐性感染”！ 
感染了诺如病毒但未出现症状的情况称

为隐性感染。 
隐性感染时，在一段时间内，也会随粪

便排出诺如病毒，如果没有恰当地洗手，可
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周围人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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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烹调食物 

室内环

境污染 

 水中的双壳贝吸收诺如病毒 
 食用了未完全加热的受污染
的双壳贝会感染病毒 

 中心部分用 85～90 度高温
加热 90秒以上可安全食用 

因呕吐物和粪便处
理不当，导致残留
的病毒干燥，并飞
散至空中，再次入
口导致感染 

由厕所和下水 
向河水传播 

由河水向海水传播 

感染和发病 

粪 便 和 呕
吐 物 中 排
出病毒 

感染者通过手指使
诺如病毒附着在食
物上，食用这样的
的食物会感染病毒 



预防要点 

 
  

※酒精和阳性肥皂对诺如病毒并没有效果 

洗手 

加热 食品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 

烹调器具的分类使用和消毒 污染物的处理 

如厕后，烹调食物前用流水

和洗手液洗手。 
2次清洗是有效果的。 
 
※清洗方法请参照第 4页。 

烹调有可能感染

诺如病毒的双壳

贝等食品时，将中

心部分用 85～90
度高温加热 90 秒
以上。 

有腹泻、呕吐等胃肠炎症状

出现时不要接触食物。 
 
诺如病毒症状消失后 2周至
一个月左右时间内，病毒仍

有可能随粪便排出。 

厚生劳动省制作的《大

量调理设施卫生管理手册》

中规定，食品从业者要定期

（每月 1次以上）进行便检，
根据需要，最好在 10月到 3
月期间加入诺如病毒检查。 

烹调器具按食材和用途分类使用，使用后彻底清洗和消毒。 
 使用开水消毒 
充分煮沸消毒 

 使用次氯酸钠消毒 
※消毒液的制作方法请参照第 3页。 
①在 0.02%的次氯酸钠（消毒液）
中浸泡数分钟，或用抹布等浸润擦拭。 
②10分钟后用水清洗或擦拭。 

防止病毒飞散，谨慎

处理呕吐物和粪便。 
 
※具体处理方法请参

照第 5页。 

 如厕后 

 烹调食物前， 
每次接触食物时 

 接触污染物后 



食物中毒事例 
 
  

 件数 

（年均） 
患者数 

（年均） 
全  国 约 350件 约 13，600人 

新潟县 约   6件 约    330人 

消毒液的制作方法 

 学校中的食物中毒事例 

 老年人设施中的食物中毒事例 
在某老年人设施中用餐的老年人和工作人员等 200人出现腹痛、腹泻、发

热等症状，从发病者粪便中检出诺如病毒。 
一名食品从业人员在前一天出现呕吐、腹泻症状，并在这种状态下承担了

食物盛装工作。在该工作人员体内检出了与患者同基因类型的诺如病毒。 
以上事件被认定为食物盛装时通过手指污染食物而引起食物中毒。 

食用了供餐中面包的 1，271名儿童出现呕吐等
食物中毒症状，从患者和面包制作人员的粪便以及保

留的面包中检出诺如病毒。 
    这起事件被认定为感染了诺如病毒的工作人员
制作面包引起食物中毒。 

诺如病毒食物中毒发生情况 
       （2012年～2014年） 

氯族消毒液能有效杀灭诺如病毒！请使用适当浓度的消毒液进行消毒！ 

对呕吐物和粪便污染的场所消毒 
其他流行期间的定期消毒 

（参照第 6页） 

 
消

毒

对

象 

 
消

毒

液

浓

度 

除去呕吐物或粪

便的地板、卫生

间、坐便、衣服

等 

 不方便加热消毒的烹调器具 
 直接接触手的地方 

扶手、门把手、水

龙头、冰箱门拉手、

电话、开关、遥控

器、玩具等 
[0.1%（1，000ppm）消毒液] 
500毫升矿泉水瓶中加入 2盖次氯
酸钠（6%原液），兑水至 500毫升。 
（60倍稀释） 

[0.02%（200ppm）消毒液] 
2升矿泉水瓶中加入 2盖次氯酸钠
（6%原液），兑水至 2升。 
（300倍稀释） 

请标注“消毒液”字样，防止误食。 

消毒液 
消毒液 



推荐的正确洗手步骤 
 
 
  

理想的洗手方式 

纸巾 
（或温风干手机） 

·自动给水开关 
（感应式、脚踏式、手柄式） 
·出热水 
（洗净力强，冬天也可以舒

适使用） 
纸巾垃圾筒

（脚踏式） 

感应式酒精

消毒机 

张贴洗手指南 错误方式 

放置毛巾 

将手浸入消

毒液消毒 

毛巾和消毒液一旦被污染，反

而会将病毒传播到手上 

将黄色部分步骤（3～10）重复 2次对预防诺如病毒等食物中毒有效果。 
充分揉搓起泡，并用清水冲洗。 

洗手 

摘下手表和戒指 

指尖（各 5次） 指缝（各 5次） 手心手背（各 5次） 

揉搓起泡 涂洗手液 淋湿双手 

用水充分清洗 指甲刷（各 5次） 手腕（各 5次） 

这里也很
重要 

用酒精喷雾给手指消毒 用纸巾包裹手柄关闭
水拴 

用纸巾擦拭 

重复 2次 

酒精对杀灭诺如病

毒基本没有效果，但

对杀灭细菌有效果。 

洗拇指（各 5次） 



呕吐物的处理 
 
  ·需要事先准备的物品 

·一次性口罩、手套、围裙 ·纸巾 ·塑料袋（2个以上） 
·次氯酸钠溶液（氯族消毒剂） ·配制消毒剂的容器 

·呕吐物的处理顺序 

让呕吐者在安静处休息。 
让周围人远离呕吐物。 

呕吐物 

呕吐物 

穿戴一次性口罩、手套、围裙。 
开窗，保持良好通风。 

注意 1 
呕吐物的飞溅和处理时的注意事项 
1）处理时，注意膝盖、衣襟等不要
接触地板。 
2）从 1米高度呕吐时，呕吐物会飞
溅至以呕吐物为中心半径 2 米的范
围内。以此为标准进行处置。 

注意 2 
呕吐物的清理方法 
1）边将纸巾受污染的一面向内折叠
边擦拭。（使用同一面会扩大污染） 
2）呕吐物不容易清理时，可以利用
铲子等工具。 
3）呕吐物量比较多时，可浇注消毒
液静置片刻。 
 

使用纸巾、一次性抹布等由外

向内静静擦拭。 

呕吐物 

使用过的纸巾等装入塑料袋

内，并将袋口扎紧 

呕吐物附着的地方，用浸润

0.1%次氯酸钠溶液的毛巾覆盖
10种后用水擦拭。 
地毯等附着呕吐物时，清理后用

熨斗充分加热可有效杀灭病毒。 

次氯酸钠 

※消毒液的制作方

法请参照第 3页 

装污染物和一次性手套等的

塑料袋要将袋口扎紧后丢弃。 
处理污染物后用洗手液和流水

将手清洗干净。 
重复 2次清洗可有效杀灭病毒。 

洗手液 

请对鞋底等进行消毒，防止污染扩散。 



设施的清扫和消毒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触到附着有诺如病毒的物品就有可能被感染。设施内直接用手接触的地方要定期消

毒。另外，请不要忘记给拖布等清扫工具消毒。 

扶手、门把手、水龙头、冰箱和抽屉的拉手、卫生间冲水阀、电话、开关、遥控器、玩具、

桌子、椅子、拖鞋、轮椅推手、床周围等 

消毒的场所和物品 

日常清扫 定期消毒 

用干净的布蘸水擦拭。 规定日期进行消毒。 

用浸润 0．02%次氯酸钠溶液的布擦拭。 

用水擦拭。 

10分钟后 

※卫生间容易受污染，有必要增加消毒的次数。 

地板 坐便、坐便盖 

扶手 

手柄 

门 把 手
（内侧、
外侧） 

电灯开关 
水龙头 

有呕吐、腹泻症状的职
员或使用者时，要特别
注意。 

预防诺如病毒食物中毒相关内容 
在 “新潟食品安全信息” 主页登载。 

主页地址 http://www.fureaikan.net/syokuinfo/ 
或搜索“新潟食品安全” 

咨询处 新潟县福祉保健部 生活卫生课 
邮编 950-8570  新潟市中央区新光町 4番地 1 
电话 025-280-5205  传真 025-284-67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