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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冠资源是 World Rugby 为明冠  2019 冠状冠毒冠大冠行 (COVID-19) 冠间恢复集体冠榄球活动后的冠

兴奋剂检测程序而开发。这是一冠实时文冠冠冠为这种快速发展的局面会不冠变化冠冠冠冠定期更新冠

冠议经常参冠本文冠冠以冠时了解变化冠发展。冠冠冠类比赛后，将会冠行发布赛内检测建议。 
 
冠 冠 冠应作为最低遵冠标准，依据世界冠兴奋剂机构 (WADA) 冠 冠 冠 冠 冠 冠则：COVID-19:ADO 

GUIDANCE FOR RESUMING TESTING 6 May 2020冠冠兴奋剂组织恢复检测的冠冠指冠冠 2020 冠  

5 冠  6 冠冠 1 冠冠续更新。所冠冠冠冠国冠冠兴奋剂组织 (NADO) 冠冠营服务提供冠  (PSP) 冠冠当前

冠冠规定冠冠冠限制进行调整。 
 
谁应该阅读本文档？ 
 
冠冠冠主要面向 World Rugby 赛外检测名单 (TP) 冠冠冠冠联盟冠员运动员，但即使不冠  TP 冠围内冠

冠冠冠动队应确认准备随时接受 World Rugby 冠国冠冠兴奋剂组织 (NADO) 冠检测。    联盟冠冠乐

冠应按照这些指冠冠冠保冠动队工作人员和运动员做好适当冠备，保冠疫情期间非预先通知赛外检测

冠冠冠冠冠。   
 
本文档中包含哪些内容？ 
 
冠冠冠定义了 World Rugby 冠  COVID-19 冠冠冠冠冠间所冠动的冠兴奋剂检测相关原则和流程，其

冠说明冠冠何调整标准化冠冠冠更冠冠保冠冠冠动员家中冠冠赛外检测期间以及冠动队恢复集体训练

冠冠动员、冠动队工作人员和兴奋剂检查人员的人冠安全。   
 
1. 小队（或小组）赛外检测相关原则  

 
• 冠冠冠  WADA《 检测和调查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esting and investigations冠

ISTI冠冠冠冠预先通知情况下对指定冠动员或运动队工作人员进行检测。 

• World Rugby 冠与约定冠冠检测的 NADO 冠  PSP 紧密合冠冠冠保冠冠当前 WADA COVID-19 冠

冠安全实施所冠冠冠冠冠冠措施。  

• World Rugby 冠冠约定 NADO 冠  PSP 冠与冠动队和训练场馆工作人员密切合作， 有效管理任何

附加场馆和/冠训练限制。 
 

 
1请参阅 https://www.wada-ama.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20200506_ado_guidance_resuming_testing_en.pdf 

https://www.wada-ama.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20200506_ado_guidance_resuming_testing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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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样本采集人员 (SCP) 委任 

World Rugby 仅会与冠诺遵守以下 WADA COVID-19 冠员委任冠冠指冠的 NADO 冠  PSP 冠冠冠冠

冠以下要求冠  

• 存在病毒感染风险或属于易感染群体的 SCP 冠应参与检测任务。 

• 冠冠用数据保护、健康冠雇佣法律允许范围内冠 SCP 应在执行检测任务前冠进行自检以冠保冠  

o 未感染新冠冠毒或出现任何冠冠症状（无论程度冠何）， 或没有正在等待检测结果。 

o 未接触过确认出现新冠冠毒冠冠症状冠正等待冠毒检测（冠检测结果）的人员。 

o 未接触过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正冠进行隔离和/冠自我隔离的人员。  

• World Rugby 冠会记录 SCP 在每次执行检测任务时的自检结果。   

• 对于 14 天内曾确诊感染新冠冠毒的 SCP 冠员，将不会委任样本采集任务。 

• World Rugby 认证兴奋剂检查人员也可能会被委以检测任务。冠冠情况下冠冠冠冠本文冠中的规

冠冠执行冠冠冠冠（为确保符合国冠指导意见要求可能会冠所变动）。 
 

3. 个人防护设备 (PPE) 

World Rugby 冠要求约定 NADO 冠  PSP 冠认 SCP 冠冠冠冠冠冠 /执行标准要求冠  

i. 手套（针对 SCP 冠冠动员）。  

ii. 冠罩（针对 SCP 冠冠动员）。  

iii. 清洁/消毒产品冠以冠保样本处理表面干净无污染。可采用干净的一次性桌布覆盖表面（冠冠用）。 
 

4. 消毒、距 离和设备相关一般要求 
 

• 冠冠始检测前冠冠议 SCP 冠冠动员（以及冠用冠动队工作人员）之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 冠检测期间，建议 SCP 冠冠实际条件与其他检测人员以及冠动员之间至少保持一米的距离（冠

冠冠卫生局规定的更远距离）。  

• 除冠一冠基本冠冠（如采血冠直接观察尿样）冠应尽可能避免直接接触。   

• 冠冠冠动员使用自己的签字笔填写兴奋剂检查表。请确保训练场馆备有新/已消毒签字笔。 

• SCP 应在检测前冠冠冠世界卫生组织 (WHO) 冠冠使用肥皂或消毒液清洁双手， 并要求冠动员进

行同样操作。 

• SCP 应在检测结束后封存和处置所冠废弃材料，包括生物危险材料。 

• SCP 应在检测前冠清洁和消毒检测表面冠 SCP 冠冠干净一次性桌布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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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家检测期间病毒感染/传播风险 

冠冠  NADO 冠  PSP 冠冠国冠冠冠 /协议，World Rugby 冠冠冠冠约定 SCP 冠冠动员家中执行检测任

务期间遵守以下要求。   

i. 测试开始前冠 SCP 冠冠冠动员确认： 

a. 未感染新冠 冠毒或出现任何冠 冠症状（无论程度冠何）， 或没有正在等待接受冠毒检测

冠冠检测结果）。 

b. 未接触过确认出现新冠冠毒冠冠症状冠正等待冠毒检测（冠检测结果）的人员。 

c. 未接触过由于新冠冠毒原冠冠正冠进行隔离和/冠自我隔离的人员。  

d. 不属于新冠冠毒高风险人群。 

这些信息应通过口头调查问卷的方冠记录下冠。   

ii. SCP 冠冠冠冠动员的回答来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检测。冠外冠冠动员还应确保冠中的其他人员

不属于高风险人群， 且在检测期间呆在单独的房间，不打扰运动员或 SCP冠  

iii. 冠动员应根据自己所冠 冠的全部情况真实地回答调查问题。这些结果冠会被反馈给 World 

Rugby冠 World Rugby 可能会冠检测后联系运动员和/冠冠动队的医生冠冠认 SCP 冠获取调

查反馈信息的冠冠性。   

iv. 冠果冠 冠 冠发现运动员所提供的任何冠 冠不冠冠 冠不真实，可能会被作为 ADRV 进行处理

冠冠篡改冠试图篡改）。SCP 应提醒运动员这一点以及四年制裁的风险。   

v. NADO 冠  PSP 可能会要求冠动员通过移动检测装置完成检测（如可用）。  

vi. SCP 冠冠冠摸门把手， 也不会冠任何情况下要求冠动员这样做。   
 

6. 训练场馆兴奋剂检查站 
 

• 根据第 21 条规定冠应充分落实 World Rugby 对于提供合适房间/区域作为兴奋剂检查站的要求。   

• 针对所冠场馆，如果 SCP 到场开展检测，运动队应确保提供干净适宜的区域作为兴奋剂检查点。

冠果可能，运动员与 DCO 之间应保持冠当的安全距离，等待区休息椅之间也应保持冠当间隔。 
 

7. 运动员和运动队工作人员在兴奋剂检查后感染新冠病毒 
 

• 冠果任何冠动员或运动队支持人员在检测后感染新冠冠毒冠请立冠联系 World Rugby冠以便将此

冠冠告知 NADO 冠  PSP冠防止冠毒感染进一步扩散。 

• 同样，如果 DCO 冠检测后感染新冠冠毒冠 NADO 冠  PSP 也应立冠告知 World Rugby冠 World 

Rugby 冠会通知联盟冠员或运动队。 

冠 果冠 对本文冠 中的冠 冠 冠 任何冠 问或问题，请联系  World Rugby 冠 兴奋剂部门  David Ho 

(david.ho@worldrugby.org) 冠  Stuart Kelly (stuart.kelly@worldrugby.org)冠   

mailto:david.ho@worldrugby.org
mailto:stuart.kelly@worldrugb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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