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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Terminology 

English-Chinese (Simplified) 

英语 -简体中文 

 
 English 简体中文 

n antibody 抗体 

adj asymptomatic 无症状的 

n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R0) 基本再生数 

 basic reproductive number (R0) 基本传染数 

n case-fatality rate 病死率 

n community spread 社区传播 

n community transmission 社区传播 

n contact tracing 接触者追踪 

n contagion 接触传染 

adj contagious （疾病）接触传染的 

患接触性传染病的 

n containment （对传染病的）控制 

抑制 

n coronavirus 冠状病毒 

n Covid-19 2019 冠状病毒病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v disinfect 给…消毒 

为…杀菌 

n disinfectant 消毒剂 

杀菌剂 

adj disinfectant 消毒的 

杀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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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disinfected 已消毒的 

已杀菌的 

n droplet 飞沫 

液滴 

n effective reproduction number 有效再生数 

有效传染数 

n epicentre （疫情的）中心 

adj epidemic （传染病）流行的 

n epidemic （传染病的）流行 

n face covering 面罩 

n facemask 口罩 

v flatten the curve 压平曲线 

减缓（疫情）发展 

n flattening the curve 压平曲线 

减缓（疫情）发展 

adj frontline 第一线的 

n hand sanitizer 免洗消毒洗手液 

n herd immunity 群体免疫 

n hygiene 卫生 

n ICU 重症监护室 

加护病房（全写为 intensive care unit） 

adj immune 有免疫力 

n immunity 免疫 

免疫力 

v infect 传染 

使感染 

adj infected 被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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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nfection 传染 

感染 

adj infectious 传染的 

传染性的 

n intensive care unit 重症监护室 

加护病房 

v lock down 封锁 

封闭 

n lockdown 封锁 

封闭 

n morbidity rate 患病率 

发病率 

n mortality rate 死亡率 

n outbreak （疾病的）爆发 

adj pandemic （疾病）大流行的 

大流行病的 

n pandemic 大流行病 

n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个人防护装备 

n physical distancing 保持人身距离 

保持物理距离 

n pneumonia 肺炎 

n PPE 个人防护装备（全写为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n quarantine 隔离 

检疫 

隔离期 

隔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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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quarantine 隔离 

进行检疫 

n R (effective reproduction 
number) 

有效再生数 

有效传染数（全写为 effective reproduction number） 

n Re (effective reproduction 
number) 

有效再生数 

有效传染数（全写为 effective reproduction number） 

n R0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基本再生数 

基本传染数（全写为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adj respiratory 呼吸的 

v self-isolate 自我隔离（以防止传染） 

adj self-isolated （为防止传染）自我隔离的 

adj self-isolating （为防止传染）自我隔离的 

n self-isolation （为防止传染的）自我隔离 

n self-quarantine （为防止传染的）自我隔离 

v self-quarantine 自我隔离（以防止传染） 

adj self-quarantined （为防止传染）自我隔离的 

n social distancing 社交疏离 

保持安全距离 

n stay-at-home order 禁止外出令 

居家令 

n swab （医用）拭子 

用拭子采集的化验样本 

v swab 用拭子采样 

n symptom 症状 

n testing （新冠病毒的）检测 

v vaccinate 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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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vaccine 疫苗 

n ventilator 呼吸机 

n virus 病毒 

n WFH 在家办公（全写为 work from home） 

n work from home 在家办公 

v work from home 在家办公 

n working from home 在家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