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境外国家（地区）防疫要求一览表（更新截至2023年1月30日）

序号
入境国家
(地区)

登机前要求 落地检测要求 落地阳性后措施 生效日期 停止日期 备注

1 美国

1.所有2岁（含）以上从中国大陆地区、香港和

澳门地区飞往美国的乘客需要在起飞前两天内接
受检测，并在登机前向航空公司出示检测结果呈
阴性的证明。在起飞前10天以上已检测出阳性的
旅客，须持有康复证明方可乘机。检测证明须包
含英文版。
2.这些测试可以是 PCR 测试，也可以是通过远

程医疗服务进行的抗原自测。
3.要求将适用于从中国直接飞往美国的乘客，以

及通过首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等热门第三国转机
的乘客。
4.此外，按照美国国土安全部运输安全局

（TSA）规定，如您是非美国公民和非美国移
民，乘机时仍须持有完整接种美国食品药品监管
局（FDA）或世卫组织（WHO）批准的新冠疫苗证
明的纸质或电子版文件，以及向航空公司提供一
份声明承诺书，可通过
https://www.cdc.gov/quarantine/order-safe-
travel.html 下载。

该政策详情可参见美国政府网站：
https://www.cdc.gov/quarantine/order-safe-
travel/technical-instructions.html

暂无 暂无 2023年1月5日 暂无

2 加拿大

1.旅客须持航班起飞前两天内的核酸或

抗原检测阴性证明乘机。检测证明可以
是中文或英文版，纸质或电子版。
2.在起飞前10天以外且90天以内的阳性

旅客，也可以提供此期间的阳性检测报
告文件，代替阴性检测报告文件。

暂无 暂无 2023年1月5日 为期30天



3 意大利
旅客须持入境前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或48小时内抗原检测阴性证明乘
机，检测证明须含英文版。

1.抵达意大利机场后，工作
人员收取入境前的检测报告
。
2.旅客进行快速检测，如结
果呈阳性需再做核酸检测。

隔离
2022年12月29

日
2023年1月31日

落地检测不适
用于无成人陪
伴儿童旅客

4 西班牙

旅客登机前必须持有以下任一文件：
欧盟数字 COVID -19疫苗电子证书、英
文版72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
英文版24小时内有效抗原检测阴性证明
。

抵达西班牙机场后，旅客进
行检测。

如果检测结果阳
性，将启动当地
医疗服务机构相
关防控程序。

2023年1月3日
2023年2月15日
西班牙时间下午

12:00

不适用未满12
周岁的旅客以
及国际中转旅
客

5 法国

1.11岁 (含) 以上的旅客须持航班起飞

前48小时内的核酸或抗原检测阴性证明 (应为英
语或法语版本，纸质或电子证明，标明检测日期
和结果。不接受自检。
2.乘机前签署承诺书，6岁 (含) 以上的

旅客在客舱内佩戴口罩。
参考网址：
https://cn.ambafrance.org/%E6%94%BF%E5%
BA%9C%E5%AE%A3%E5%B8%83%E5%AF
%B9%E6%9D%A5%E8%87%AA%E4%B8%A
D%E5%9B%BD%E7%9A%84%E6%97%85%E
5%AE%A2%E9%87%87%E5%8F%96%E5%8
1%A5%E5%BA%B7%E6%8E%AA%E6%96%B
D-45202

抵达后进行检测 隔离 2023年1月5日 2023年1月31日



6 英国

1.年满12岁的旅客须持航班起飞前2天内的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乘机，检测证明可以是纸质或电子
版（可以是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并请留存
以备入境英国时抽查。
2.适用乘坐直达或中转航班至英国的旅客。
3.检测证明必须包含以下信息：

姓名（与旅行证件一致）、出生日期或年龄、阴
性测试结果、采样或检测日期、检测机构名称及
联系方式、检测类型，（Lateral Flow或PCR）
。

18岁以上旅客抵达伦敦机场
后进行抽样检测。

暂无 2023年1月5日 暂无

7 日本

1. 1月12日前，旅客须持指定核酸检测机构和指

定格式的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机。
2. 自1月12日起，乘坐中国大陆（含澳门，不含

香港）直飞日本航班的入境旅客，乘机前应持有
72小时内符合要求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否则航

空公司应拒载。
参考网址： 
https://www.cn.emb-
japan.go.jp/itpr_zh/00_000485_00186.html

（1）在中国大陆（除香港
、澳门）7天内有旅行经历
的入境者，在入境日本时需
要接受检查。并且在日本机
场入境时需要申报旅行经历
。
（2）来自中国大陆（含澳
门，不含香港）的直飞航班
入境旅客，在日本机场入境
时需要接受核酸检查。
（3）对全部入境日本旅
客，日本政府推荐积极使用
日本政府VISIT JAPAN 
WEB入境手续在线服务，

隔离 (费用由日
本政府承担)

2022年12月30
日

暂无

8 韩国

所有旅客须提供入境前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或入境前24小时内在册机
构获取的快速抗原检测阴性证明，要求
是韩文或英文版。

1.短期滞留外国人入境立即
检测。
2.韩国人和长期停留外国人
入境后1天内 (次日) 在实
际
居住地保健所接受核酸检测
。

隔离，短期滞留
外国人检测和隔
离费用自付。

2023年1月2日 2023年2月28日

9 巴基斯坦 暂无 抵达后进行检测 隔离
2022年12月29

日
暂无



10 中国台湾 旅客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抵达后在机场进行核酸检
测，
返回住所后进行7天自主防
疫
和筛查。

阳性者进行5+N
的居家照护。

2023年1月1日 2023年2月6日

  11 中国香港
所有旅客须持有航班起飞时间前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乘机，并供口岸人员核查。

暂无 暂无
2022年12月29

日
暂无

12 瑞典

自中国出发前往瑞典的旅客须持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该证明须包含检测的时间、受检人的全名及
出生日期、证明签发机构或者完成该检测的实验
室名称和联系方式。瑞典政府认可的检测类型
有: 经欧盟批准的抗原检测，也称快速抗原检测
以及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或其他核酸扩增
(NAAT)检测。入境瑞典时该检测结果不得超过

测试时间48小时。
其中，瑞典公民、持瑞典及欧盟其他国家长期居
留许可的旅客可以豁免。

暂无 暂无 2023年1月7日 2023年2月18日
不适用未满12
岁的旅客

13 德国
旅客乘机须持有航班起飞前48小时内PCR核酸检
测阴性英文证明，并随身携带纸质或电子版本检
测证明以备德国边防警察查验。

目的地是法兰克福的旅客
落地须进行快速检测。

暂无 2023年1月6日 暂无
不适用未满12
岁的旅客

14 尼泊尔
旅客乘机须持有疫苗接种证明，或72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

暂无 暂无 2023年1月6日 暂无



15 泰国

旅客须持有保额10000美元以上且覆盖在泰国停
留时长+7天的健康保险。检疫官会抽查来自该国
旅客的保险证明。 如果不存在，旅客将必须按
要求在当地购买健康保险。

暂无 暂无 2023年1月10日 暂无

16 越南 旅客须佩戴口罩。 暂无

落地测温超标
旅客进行检
测，阳性送医
院隔离治疗，
费用自付。

2023年1月10日 暂无

17 奥地利

1. 6岁以上所有来自中国入境奥地利的旅客，包

括前往欧盟EU/欧洲经济区EEA国家的中转旅客，
须持有入境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机
（英语或德语版本），可为纸质或电子版。
2. 检测证明需注明被检测人员的全名、出生日期

、样本采集日期和时间、检测结果以及包括检测
证明颁发者的姓名。

暂无 暂无 2023年1月23日 暂无

18 希腊

1. 5岁（含）以上从中国出发入境希腊的旅客须

持有须持合规检测机构出具的的航班计划起飞时
间前24小时内抗原检测或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乘机（证明需有英文版，受检人姓名与护照
全名完全相同）。
2. 须全程佩戴FFP2/N95/KN95高防护口罩。

有关部门将对部分抵达航
班进行旅客随机抽检测试

。
暂无 即日起 暂无



19 澳大利亚

12岁（含）以上从中国出发入境澳大利亚的旅客

乘机时须持有距航班计划起飞时间48小时内进行
核酸检测（PCR/RT-PCR/LAMP/TMA）的阴性
证明，或持有由执业医生亲手采集或在执业医生
监督下进行并开具的距航班计划起飞时间24小时
内的RAT快速抗原检测阴性证明（证明中须包括
检测日期和时间、被检测者姓名、检测类型、检
测试剂盒品牌、阴性检测结果、出具证明医生签
名），并在入境时出示阴性检测结果。

暂无 暂无 2023年1月5日 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