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应对大流行的能力

大流行性流感
风险和影响管理
核对清单

全 球 流 感 规 划

 

 

1 

 

 

 

 

 

 

 

 

 

 

 

 

 

 

 

 

 

 

20
18

年
更

新



ISBN 978-92-4-551362-9
©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

	 保留部分版权。本作品可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3.0政
府间组织（CC BY-NC-SA 3.0 IGO;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igo）
许可协议下使用。
	 根据该许可协议条款，可为非商业目的复制、重新分发和改写本作品，但须按以下说
明妥善引用。在对本作品进行任何使用时，均不得暗示世卫组织认可任何特定组织、产品
或服务。不允许使用世卫组织的标识。如果改写本作品，则必须根据相同或同等的知识共
享许可协议对改写后的作品发放许可。如果对本作品进行翻译，则应与建议的引用格式一
道添加下述免责声明：“本译文不由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翻译，世卫组织不对此译文
的内容或准确性负责。原始英文版本为应遵守的正本。”
	 与许可协议下出现的争端有关的任何调解应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调解规则进行。
 建议的引用格式。大流行性流感风险和影响管理核对清单：建设应对大流行的能
力	 [A checklist for pandemic influenza risk and impact management: building capacity for 
pandemic response]。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许可协议：	CC BY-NC-SA 3.0 IGO。
 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版编目数据可查阅	http://apps.who.int/iris。
 销售、版权和许可。 购买世卫组织出版物，参见	 http://apps.who.int/bookorders。提交
商业使用请求和查询版权及许可情况，参见	http://www.who.int/about/licensing。
 第三方材料。	 如果希望重新使用本作品中属于第三方的材料，如表格、图形或图像
等，应自行决定这种重新使用是否需要获得许可，并相应从版权所有方获取这一许可。因
侵犯本作品中任何属于第三方所有的内容而导致的索赔风险完全由使用者承担。
 一般免责声明。	 本出版物采用的名称和陈述的材料并不代表世卫组织对任何国家、
领地、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合法地位，或关于边界或分界线的规定有任何意见。地图上
的虚线表示可能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的大致边界线。
	 凡提及某些公司或某些制造商的产品时，并不意味着它们已为世卫组织所认可或推
荐，或比其它未提及的同类公司或产品更好。除差错和疏忽外，凡专利产品名称均冠以大
写字母，以示区别。
	 世卫组织已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来核实本出版物中包含的信息。但是，已出版材
料的分发无任何明确或含蓄的保证。解释和使用材料的责任取决于读者。世卫组织对于因
使用这些材料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igo
http://apps.who.int/iris
http://apps.who.int/bookorders


缩略语
ERMH	 促进健康的突发事件风险管理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ETP	 现场流行病学培训规划
GISRS	 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
IHR	 《国际卫生条例》
ILI	 流感样疾病
IPC	 感染预防和控制
JEE	 联合外部评价
KAP	 知识、态度和实践
NFP	 国家归口单位
NIC	 国家流感中心
OIE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PISA	 大流行性流感严重程度评估
PoE	 入境口岸
PPE	 个体防护装备
RCCE	 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
SARI	 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
SOP	 标准操作程序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HOCC	 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



致谢
	 世卫组织感谢所有在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审阅和评论过本文件的人。	
以下人员实名发表了意见：
	 S.A.	 Awaidy、J.	 Bresee、M.	 Brytting、A.B.	 Caicedo、M.	 Chittaganpitch、	
B.L.	 Coleman、A.	 Dedeic-Ljubovic、M.	 Farghal、E.	 Fawzy、Z.	 Gao、S.	
Kebede、N.	Korsun、\L.M.	Koonin、V.	Lee、I.	Marelsdottir、P.	Marlow、I.	Martin-
Loeches、T.	 Melilo、L.	 Mendoza、W.A.	 de	 Mello、V.	 Mejia、D.	 Muscatello、	
J.	 Rukelibuga、M.	 Shigematsu、N.	 Sugaya、\N.	 Takeshita、H.M.	 Tobares、	
C.	Wannous、A-L.	Winter。
	 感谢以下世卫组织工作人员和顾问参与拟定和审阅本文件：
	 J.	 Abrahams、L.	 Belloni、I.	 Bergeri、S.	 Briand、C.S.	 Brown、P.	 Cox、	
S.	 Chungong、E.L.	 Dueger、G.	 Gamhewage、P.	 Gould、B.L.	 Herring、	
M.	 Hegermann-lindencrone、A.	 Huvos、N.	 Kandel、Q.Y.	 Khut、A.	 Kontic、	
J.	 Lamichhane、M.	 Malik、A.	 Moen、T.	 Nguyen、B.	 Olowokure、R.	 Palekar、	
S.	 Saikat、B.	 Shrestha、G.	 Samaan、M.	 Samaan、A.	 Saxena、N.	 Shindo、	
R.	 Sreedharan、L.	 Suryantoro、H.	 Utunen、K.	 Vandemaele、W.	 Zhang、	
W.	Zhou。



世界卫生组织

1.0 导言    2
	1.1		 	管理流感大流行	 2
	1.2		 	目的	 	 2
	1.3		 	本文件中的更新内容	 3
	1.4		 	如何使用本文件	 3
	1.4.1	 	受众和使用	 3
	1.4.2	 	计划行动核对清单	 3
	1.4.3	“	基本”和“补充”	 3

2.0 防范突发事件 4
	2.1		 	计划、协调和资源	 4
	2.1.1	 	为应对做计划	 4
	2.1.2	 	协调	 	 5
	2.1.3	 	资源	 	 5
	2.2		 	法律和政策问题	 6
	2.3		 	伦理问题	 7
	2.4		 	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	 7
	2.5		 	入境口岸	 8
	2.6		 	旅行限制	 9

3.0 监测、调查和评估 10
	3.1		 	实验室	 10
	3.2		 	季节性流感（大流行间期）监测	 12
	3.3		 	非季节性（新）流感监测	 12
	3.4		 	疫情调查	 13
	3.5		 	大流行监测	 14
	3.5.1	 		核实和发现	 14
	3.5.2	 	监测大流行	 15
	3.6		 	风险和严重程度评估	 16

4.0 卫生服务和临床管理 17
	4.1		 	卫生服务	 17
	4.1.1	 	卫生服务持续性	 17
	4.1.2		设施	 	 17
	4.1.3		人员	 	 18
	4.1.4		基本药物、物资和医疗器械	 18
	4.1.5		超额死亡	 19
	4.2		 	临床管理	 19
	4.2.1		治疗和患者管理	 19
	4.2.2		卫生保健环境下的感染预防和控制	 20

5.0 在社区中预防疾病 21
	5.1		 	医疗对策	 21
	5.1.1		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21
	5.1.2		接种大流行性流感疫苗	 22
	5.1.3		预防性试验抗病毒药物	 23
	5.2		 	非药物干预措施	 24
	5.2.1		个人非药物干预措施	 24
	5.2.2		社区非药物干预措施	 25

6.0 维持基本服务和恢复 26
	6.1		 	基本服务持续性	 26
	6.2		 	恢复	 	 26

7.0 研究和开发  27
	7.1		 	研究和开发	 27

8.0 评价、检验和修订计划 28
	8.1		 	评价	 	 28
	8.2		 	检验和修订计划	 28

9.0 附件    30
	9.1		 	附件1：来自《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指标		 30
	9.2		 	附件2：来自联合外部评价工具的指标	 32

目录

1



大流行性流感风险和影响管理核对清单
2

1.1 管理流感大流行

	 大流行是指新发疾病在全世界蔓延。流感大流行不可预测但反复发生，对全世界卫生、社区
和经济有重大影响。规划和准备工作对促进降低大流行的风险和影响及管理应对和恢复工作至
关重要。
	 当人们对其没有免疫或免疫很低的新流感病毒出现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时，即发生流感
大流行。过去典型的情况是，导致大流行的流感病毒源自已经变异为能够感染人类的新形式的
动物流感病毒。为预防或延迟潜在的流感大流行，动物卫生和人类卫生部门之间需要密切协调，
以便在这些新病毒感染人类前在动物种群中控制住它们。
	 一旦某种新流感病毒能够感染人类并在人类之间传播，就可能发生大流行。因为人们对新
病毒没有免疫力或免疫力很低，流感大流行会影响全世界很多人口，并给卫生保健系统带来显
著压力。中等或严重大流行还会给其它基本服务带来巨大压力，并导致重大社会经济影响。因
此，各国应制定多部门防范和应对计划，明确管理这种影响整个社会的突发事件的政策、策略和
行动。
	 鉴于流感大流行会反复发生，它构成需要防范的重要公共卫生威胁，同时也是加强防范以
管理其他卫生威胁的机会。管理流感大流行所需的诸多核心能力（例如在协调、监测、实验室和
风险沟通等领域）既是管理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需的，也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1)所承
认的。因此，制定并执行针对多种危害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计划时应包括针对全国大流行的内
容，这有助于促进整体国家防范和全球卫生安全。

1.2 目的

	 本文件是一个工具，可以帮助各国主管部门结合2017年世卫组织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
大流行性流感风险管理》(2)制定并修改国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和应对计划。它更新并取代2005
年世卫组织《流感大流行防备计划核对清单》(3)。
	 拟定本文件时考虑了如下因素：

	� 2007年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的卫生系统核心能力要求；
	�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得到经验教训；
	� 与大流行性流感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规划等主题有关的最新世卫组织指导文件；	
	� 风险和严重程度评估；以及
	� 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其它相关发展。

	 过去，大流行性流感规划工作主要关注防范、应对和从大流行中恢复的活动。有关大流行性
流感风险管理的新指导文件(2)倡导采取促进健康的突发事件风险管理（ERMH）思路进行大流行
规划。该思路还强调在卫生风险发展为突发卫生事件前就开展预防和减轻活动。
	 在大流行性流感背景下，促进健康的突发事件风险管理思路强调，除大流行期间的管理活
动外，应积极主动评估和管理大流行性流感风险。它还认识到需要卫生保健部门、政府、企业和
民间社会都做出贡献，因而强调采用多部门和多学科方法进行大流行防范工作计划。促进健康
的突发事件风险管理还利用社区一级的能力（例如风险沟通、社区参与和社区保健），及采用长
期、可持续方法加强能力。此外，在所有卫生风险管理活动中将伦理原则纳入考虑。

1.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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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文件中的更新内容

	 本文件已经修订，纳入了若干新要素。首先，流感大流行计划活动均已对照到《国际卫生条例
（2005）》核心能力监测框架和联合外部评价（JEE）工具(4)中的各项指标。该工具将大流行计划活动
与《条例》核心能力要求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将管理大流行性流感所需基本能力与管理更广泛卫生
安全威胁所需核心能力结合起来。

	 第二，本文件增加了风险和严重程度评估（第3.6节）内容，以强调在国家层面开展这些评估的重
要性。采用这一方法，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经历、资源和弱点确定本国的大流行应对行动，而不是像之
前一样完全依照全球风险评估和对大流行阶段的判断。
	 第三，本文件强调多部门和多学科方法，将促进健康的突发事件风险管理原则纳入大流行方法
计划。它包括有助于计划制定者将伦理考虑纳入大流行应对计划并确保沟通风险和联系受影响社区
及公众的活动。
	 最后，本文件每节均包括重要世卫组织资源链接，以支持各国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展相关计划
活动。	

1.4 如何使用本文件

1.4.1 受众和用途
	 本文件供负责大流行防范和应对工作的国家主管部门结合大流行性流感风险管理指导文
件(2)使用。文件突出各国在制定和修改本国流感大流行防范计划及加强监测和应对流感大流行
并从大流行中恢复时应考虑的重要大流行防范计划活动和能力要求。
	� 已有国家大流行防范计划的国家可以在更新和修订本国计划时将本文件用作指南。	
	� 尚无国家大流行防范计划的国家可以在制定本国计划时将本文件用作指南。
	� 已完成一次《国际卫生条例》联合外部评价的国家可以利用本文件将落实联合外部评价建议		
	 与大流行性流感防范计划工作结合起来。	
	� 正在制定或准备制定促进卫生安全国家行动计划的国家可以利用本文件将大流行性流感防		
	 范计划工作纳入进程。
	� 所有国家均可考虑将国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和应对计划与其它针对具体疾病的防范和应对		
	 计划结合起来，从而协调不同行动下加强能力的努力。	

1.4.2 计划行动核对清单
	 本文件各节均为建议的计划行动核对清单，各国可以现在—也就是两次大流行之间的阶
段—就采取这些行动，以便更好地为应对大流行做好准备。这些核对清单应用于指导防范和能
力建设工作；但并非应严格遵行的标准操作程序（SOPs）。相关部门应根据自身要求参考本文件
和文中提及的重要资源制定专门针对大流行的标准操作程序。
每节结尾处皆列出重要资源。文件并未穷尽罗列所有资源。我们鼓励大流行计划制定者寻找适
合其背景和需求的更多资源。

1.4.3 基本”和“补充”
本文件中的核对清单已分为“基本”和“补充”计划行动两类，分类依据是其优先级别和实施

行动所需资源。该分类仅供参考，各国主管部门应根据自身弱点分析和可获得资源情况决定对
本国而言哪些属于基本行动、哪些属于补充行动。
已酌情将流感大流行防范计划活动与用于测量实现《国际卫生条例（2005）》核心能力要求进展
情况的指标直接联系起来。这些指标来自监测《条例》进展的两个评估工具：监测缔约国建设《条
例》核心能力方面进展的核对表和指标(5)（附件1）及联合外部评价工具(4)（附件2）。文中以上标
方式对大流行计划活动和这些评估工具指标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标注，即IHR-#和J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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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防范突发事件

2.1  计划、协调和资源

理由
							知道谁在什么时间利用什么资源做什么对于管理大流行至关重要。如果行动者知道各自的角
色和职责、了解各自在整体计划中的作用及如何相互合作，并且有实施计划的能力和资源，行动
就可以取得成功。为实现这些目标，所有利益攸关方都需要参与计划制定进程，这个过程本身和
制定的计划同样重要。

2.1.1 为应对工作做计划

基本行动
	� 制定或修订本国应对流感大流行的计划，并使之成为针对多种危害的公共卫生应急计
划的一部分。JEE-R1.2, IHR-5.1 	该计划应涵盖本核对清单所列诸多要素，包括：
	� 背景——有关国家及其卫生和其它系统的总体情况；管理突发事件风险的多部门和

卫生部门协调机制；相关立法和政策框架，包括适用的国际协议。JEE-R1.1

	� 权威——制定、批准、实施和审查计划的明确权威。	
	� 行动方针——明确国家、次国家和地方各级组织（包括政府机构和部门以及其它公

共、私营和非政府伙伴）应对流感大流行的作用、职责及合作协调方式。IHR-4.1.1

	� 风险评估和资源摸底——摘要说明现有与流感大流行有关的风险评估，包括大流行
风险的来源、国内薄弱环节和能力现状、确认卫生和其它部门内可获得资源和物资
供应系统情况。

�� 警报、发现、快速风险评估和分级——描述监测、早期预警和快速风险评估流程和
职责。

�� 利益攸关方——描述多部门协作开展流感大流行防范、应对与恢复工作中重要利益
攸关方的角色和职责。

�� 收尾——缩小流感大流行应对行动规模并为恢复制定计划的过程。
	� 让私营卫生部门参与到国家应对流感大流行计划制定活动中来。考虑为应对流感大流
行期间的互助和服务持续性做出安排。

补充行动
	� 考虑采用流感大流行场景进行定期演练，以检验计划、方案、沟通、多部门协调、决

策和行动能力。利用演练结果更新流感大流行应对计划并确定需要加强能力的领
域。JEE-R2.1, JEE-R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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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3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84933/1/WHO_HSE_
GCR_2013.2_eng.pdf?ua=1, accessed February 2018). (5)

http://www.who.int/influenza/preparedness/pandemic/influenza_risk_management_update2017/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preparedness/pandemic/influenza_risk_management_update2017/en/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_HSE_GCR_2018_2/en/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_HSE_GCR_2018_2/en/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84933/1/WHO_HSE_GCR_2013.2_eng.pdf?ua=1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84933/1/WHO_HSE_GCR_2013.2_eng.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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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协调

基本行动
	� 在次国家级和地方上建立并加强参与流感大流行应对活动的政府部委、相关主管部门、

非政府组织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多部门协调机制。JEE-P.2.1,	IHR-2.1.1	
	� 	建立并加强卫生部门与流感大流行防范、应对和恢复工作伙伴（例如国家应急管理机构

和其它政府机构以及次国家级和地方卫生保健部门）的协调和沟通机制。JEE-P.2.1,IHR-2.1.1  
另见第2.4节“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

	� 确保随时可以联系《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而且有与相关部门及世卫组织沟通
的经过检验的方案。	JEE-P.2.1,	JEE-D.3.1–2,	IHR-2.1.2

	� 	建立并加强国家应急管理架构（包括法律框架、运行程序、实体基础设施、信息通	
信技术基础设施、信息系统和数据标准以及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下的公共卫生应急	
中心	。	JEE-R.2.1,	JEE-R.2.2,	IHR-4.1.1

	� 	在流感大流行应对工作的所有部门应用和加强共同的组织模式（例如事件管理系统），
以协调各项职能，包括管理、计划、行动、后勤、财务和行政管理。	IHR-4.1.1

	� 	建立国家委员会或利用类似现有机制，协调国家流感大流行防范和应对活动。
	� 	建立并加强与邻国和其它国际利益攸关方的协调和沟通机制。

2.1.3 资源

基本行动
	� 	评估实施、管理和协调流感大流行应对活动的人力资源需求。确保有开展基本常规服务

和大流行应对的人力资源。	JEE-D.4.2,	IHR-7.1.1

	� 承诺提供资金，支持在突发卫生事件风险管理能力基础上加强流感大流行预防、防范、
应对和恢复能力建设	。	IHR-1.2.1	

	� 确定国家、次国家和地方各级用于流感大流行应对活动的资源和供资机制。
	� 在相关各级建立并加强扩增能力和部署机制。

补充行动
	� 考虑将流感大流行应对能力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人力开发和培训规划战略。每年审查和

跟踪战略实施进展情况	。	JEE-D.4.1, IHR-7.1.1

	� 考虑通过预购协议和储备安排确保获得抗病毒药物、大流行疫苗、诊断制剂和其它产
品。

重要资源
WHO.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11827, accessed February 2018). (6)

WHO. Framework for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r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5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65134_eng/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7)

WHO.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third edi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80496/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

World Bank. Pandemic emergency financing facility. Washington DC, 2017 (http://www.worldbank.org/en/
topic/pandemics/brief/pandemic-emergency-financing-facility, accessed February 2018). (8)

WHO.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re Network (EOC-NET): useful links and publication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hr/eoc_net/en/index7.html, 
accessed February 2018. (9) 

http://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11827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65134_eng/en/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80496/en/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pandemics/brief/pandemic-emergency-financing-facility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pandemics/brief/pandemic-emergency-financing-facility
http://www.who.int/ihr/eoc_net/en/index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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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律和政策问题

理由
	 流感大流行期间的公共卫生措施旨在减少大流行病毒传播并挽救生命。在一些情况下，可
能有必要暂停实施现有法律或（个人）人权，以实施最有利于社区健康的措施。这方面的例子包
括实施检疫（限制个人行动自由）、将私人建筑用作卫生保健设施、无许可使用药物、强制接种疫
苗和在基本服务中实施轮班。这些决定都需要有一个法律框架，以确保透明地评估正在考虑的措
施，并确保其权威性和与相关国际法（例如《国际卫生条例（2005）》）(1)的一致性。

基本行动
	� 审查与大流行性流感风险管理有关的现有立法、政策或其它政府文书，包括针对多种危害的
突发事件风险管理及流感大流行防范和应对。评估是否需要通过新文件或修改现文件以落
实或是更好地支持（国家流感大流行或突发公共卫生数据应对计划所列）流感大流行应对活
动。审查遵守《国际卫生条例（2005）》义务的情况。JEE-P1.1, IHR-1.1.1

	� 评估应对流感大流行期间可能提出的所有公共卫生措施的法律基础，例如：
	� 	隔离或检疫被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或是来自已明确发生大流行性流感感染的地方的人；
	� 	旅行或行动限制（例如离开或进入已明确发生大流行性流感感染的地方）；
	� 	关闭教育机构；以及
	� 	禁止大规模集会。

	� 评估有关卫生保健工作者、基本服务工作人员或高风险个人接种疫苗的既定政策和法律
基础。确定是否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该政策，以便在流感大流行警报和大流行期间增加
接种人数。考虑这些群体既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也接种大流行性流感疫苗。	 另见第5.1节�
“医疗对策”。

	� 评估疫苗或抗病毒药物导致的不可预见不良事件责任，特别是在人为加快大流行性流感疫
苗审批程序的情况下。责任问题可能会影响疫苗厂商、审批部门和安排接种的工作人员。

	� 建立突发大流行期间加快进口、授权销售和审批大流行性流感的监管路径 。	
另见第5.1.2节“大流行性流感疫苗接种”。

	� 审查有关私营卫生保健机构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立法、法规和机制化安排。

补充行动
	� 考虑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邻国签订双边或区域性协议。JEE-R.4.1

	� 考虑协调参与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和应对工作的各部门（例如卫生、动物卫生、安全、交通运输
和教育）之间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	JEE-P.1.1

重要资源
WHO. Guidelines on regulatory preparedness for provision of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of human pandemic 
influenza vaccines in non-vaccine-producing countri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http://
www.who.int/biologicals/expert_committee/PIP_Non-producer_guide_BS_final-working_version-19102016-clean.
pdf,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0)

WHO.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third edi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80496/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

http://www.who.int/biologicals/expert_committee/PIP_Non-producer_guide_BS_final-working_version-1910
http://www.who.int/biologicals/expert_committee/PIP_Non-producer_guide_BS_final-working_version-1910
http://www.who.int/biologicals/expert_committee/PIP_Non-producer_guide_BS_final-working_version-1910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8049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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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伦理问题

理由
	 流感大流行期间，必须就如何确保个人、群体和社区获得最佳健康结局做出艰难抉择；因
此，必须围绕伦理考虑做出决策，这一点至关重要。政策决定可能导致在保护人口健康的目标与
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之间发生冲突。预先确定应对期间可以采用的伦理框架，并在大流行发生
前审查现有法律和政策的效果，有助于确保弱势群体不受伤害，并且在需要快速行动时仍能充
分考虑伦理问题。

基本行动
	� 	与现有国家伦理结构协调，建立伦理委员会，就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和应对活动提供意见。
	� 	审查现有和拟议的流感大流行防备政策和干预措施，以便将伦理关切纳入考虑，例如：

	� 	流感大流行监测活动；
	� 	分配稀缺资源（例如大流行性流感疫苗、抗病毒药物和实验室诊断检测）的政策；
	� 	限制行动的政策（例如隔离、检疫和旅行限制）；以及
	� 	建议在大流行应对过程中开展的研究。

	� 	审查有关研究数据共享的立法和政策，以确保充分保护患者秘密和个人识别数据。

补充行动
	� 考虑建立伦理决策框架，以便以结构化、系统性和前后一贯方法分析伦理问题。

2.4 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

理由
	 风险沟通是指主管部门和专家与面临风险的人们和社区之间的实时信息和意见交流。这是
对任何流感事件或其它疾病疫情的公共卫生应对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采用人们使用和信任的
形式、语言和渠道及早、经常提供准确信息可以使社区理解其面临的卫生风险。与社区接触并说
服其采取自我保护行动也会更为容易。

重要资源

WHO. Addressing sex and gender in epidemic-prone infectious diseas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7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
sexandgenderinfectiousdiseases/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1)

WHO. Ethics in epidemic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research, surveillance and patient care: training manual.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5 (http://www.who.int/ethics/publications/epidemics-
emergencies-research/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2)

WHO. Global health ethics – key issu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5  
(http://www.who.int/ethics/publications/global-health-ethics/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3)

WHO. Guidance for managing ethical issues in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http://www.who.int/ethics/publications/infectious-disease-outbreaks/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4)

WHO. WHO guidelines on ethical issues in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ethics/publications/public-health-surveillance/en/ ,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5)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sexandgenderinfectiousdiseases/en/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sexandgenderinfectiousdiseases/en/
http://www.who.int/ethics/publications/epidemics-emergencies-research/en/
http://www.who.int/ethics/publications/epidemics-emergencies-research/en/
http://www.who.int/ethics/publications/global-health-ethics/en/
http://www.who.int/ethics/publications/infectious-disease-outbreaks/en/
http://www.who.int/ethics/publications/public-health-surveillanc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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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行动
	� 确保建立开展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RCCE）的正式制度和商定程序，其中包括法律	
和政策框架以及针对多种危害的更广泛计划和资金安排内的国家流感大流行风险沟通计
划。	JEE-R.5.1, IHR-6.1.1

	� 建立机制，包括审批程序，以确保在国家、次国家和地方各级（例如政府机构、卫生保健	
工作者、基本服务提供者、商业机构和社区组织）开展相互协调一致的行动、信息传递和社区
参与	。	JEE-R.5.2, IHR-6.1.1

	� 指定负责大众传播的部门，并为该部门人员提供培训，使他们可以成为流感大流行问题上的
发言人。确保这个团队可以利用各种社交和传统媒体平台积极主动地使用当地能懂的语言
和技术向公众传递信息。其中包括沟通不确定性和将复杂的科学转化为人们能够理解的语
言和形式的能力（例如翻译式沟通）。	JEE-R.5.3, IHR-6.1.1

	� 找到有影响力的社区领袖、网络、群体和其它有影响的人。建立机制，让他们参与决策，	
以确保确定的干预措施是合作性的且符合当地实际情况，而且社区在沟通中发挥主人翁作
用	。	JEE-R.5.4, IHR-6.1.1

	� 建立监控和积极主动处理认知、风险行为和错误信息的系统和网络，并充分利用这些系统和
网络	。JEE-R.5.5,	IHR-6.1.1

	� 对与大流行性流感沟通有关的社会、文化和其它数据进行基线调查和摸底；例如所用语言、
得到信任的沟通和信息渠道、教育水平以及可能增加风险的文化、宗教和经济因素	。	

补充行动
	� 考虑建立进行知识、态度和实践（KAP）调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力，以促进在流感事件
和其它疾病疫情期间发现和减少风险	。	JEE-R.5.3. JEE-R.5.5

	� 考虑进行模拟演练，以评估进行风险沟通和联系社区参与的能力，并联系利益攸关方。
	� 考虑发展一批能够支持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的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专家和人员，并开展
定期演练。

2.5 入境口岸

理由
	 入境口岸是指人员、货物和运输工具进出境的机场、港口和陆地过境点。为延缓大流行性流
感病毒的国际传播，入境口岸的工作人员和基础设施必须做好管理病人并将其安全转介到公共
卫生服务机构的准备。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各国已指定要加强和保持预防、防范和应对
公共卫生风险能力的重要入境口岸。

重要资源
WHO.Communicating risk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 WHO guideline for emergency risk communication (ERC) policy 
and practic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259807/2/9789241550208-
eng.pdf?ua=1)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6) 

WHO. Communication for behavioural impact (COMBI): a toolkit for behavioural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outbreak 
respons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2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combi_toolkit_outbreaks/
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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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行动
	� 确保具备发现疑似感染大流行性流感的旅行者并在必要时将其运送到适当医疗设施的能
力。JEE-POE.1, IHR-9.3.1

	� 建立安全评估和隔离出现流感症状或体征的旅行者或工作人员的设施。设施可以在现场，也
可以通过与当地动物或人类卫生主管部门联系完成该工作。	JEE-POE.2, IHR-9.2.1

	� 指定入境口岸制定或更新大流行性流感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计划。确保将相关活动纳
入国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计划。	IHR-9.3.1

	� 进行定期演练，以检验和更新指定入境口岸的大流行性流感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计划、
程序和基础设施。	IHR-9.3.1

	� 与公共卫生主管部门协调，拟定针对旅行者、工作人员和机组人员的适当风险沟通信息。确
保使用适当的语言和形式沟通该信息。		另见第2.4节“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

补充行动
	� 考虑在大流行初期在入境口岸建立监测，以减轻输入或输出大流行性流感病例的风险。
	� 考虑与交通部门（例如航空公司、航运公司和商业运输公司）建立工作组，拟定交通运输业务
持续性计划。

WHO. Guide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ontingency planning at designated points of entry.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2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90615668/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8)

WHO. Handbook for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events on board ship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49462/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9)

WHO. Handbook for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events in air transport. Updated with information on Ebola 
virus disease and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5 (http://
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10165_eng/,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0)

WHO.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third edi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80496/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

重要资源

2.6 旅行限制

理由
	 人们可能直觉地认为旅行限制是很有吸引力的措施。但是，应对这些措施可能的有效性和对
社区、民生和工商的影响进行循证评估。如果世卫组织认为旅行限制有助于在大流行早期延缓大
流行病毒的蔓延，特别是在同时采取其它公共卫生措施的情况下，世卫组织会提出旅行限制措施
建议。各国应遵循该建议。旅行限制措施的有效性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病毒传播能力、大
流行病毒的地理来源、旅行模式以及限制的时机和范围。

基本行动
	� 根据现有证据和本国具体情况评估实施旅行限制以延缓大流行传播的有效性。
	� 评估实施旅行限制的潜在社会和经济影响。与相关政府机构、利益攸关方和风险沟通专家共
同制定实施策略。

	� 确保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及时向世卫组织、交通部门和国际伙伴（例如邻国、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国际民航组织和区域性组织）通报实施的旅行限制措施。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90615668/en/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49462/en/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10165_eng/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10165_eng/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8049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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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third edi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80496/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1)

重要资源

3.1 实验室 

理由
	 为快速确诊疑似人感染新流感病毒株的病例，重要的是获得具备流感病毒诊断能力的实验
室服务。在资源有限国家，与能够提供此服务的实验室网络建立联系可能比较高效。根据《国际
卫生条例（2005）》(1)，任何流感新亚型的人感染病例均需通报世卫组织。

基本行动
	� 确保恰当实施实验室生物安全规程，评估是否有必要针对大流行情况细化规程。为工作人

员提供适当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培训。JEE-P.6.2,	IHR-8.3.1

	� 建立至少一个能够利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进行常规流感诊断、分型和确定子类型的实
验室	。	JEE-D.1.1, IHR-8.2.1-2

	� 确保建立将标本从卫生设施运送到检测实验室的制度，其中要考虑到大流行期间常规运输
系统遭到破坏的可能性。	JEE-D.1.2,

	� 明确收集、管理和备份实验室数据的系统（例如电子数据库、传统纸质文件归档及对现有系
统的调整）。	IHR-8.4.1

	� 与指定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就流感参比和研究工作建立联系。
	� 明确大流行期间对额外设施、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设备（包括个体防护装备）和试剂的需

求。	
	� 拟定大流行间期、警报和大流行阶段检测流感标本的检测策略，并说明何时停止检测。这些

策略应以各阶段国家监测目标为基础并考虑到可获得资源水平。
	� 制定扩增计划，以管理大流行期间对检测和运输临床样本的更多需求。要考虑到对非流感

实验室服务的潜在影响。	
	� 制定政策，为所有从事与潜在大流行性流感病毒有关工作的职工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 确保根据本地法规恰当实施有关标本包装和运输的规程。确保相关国际运输符合世卫组织

分享活病毒的原则及国际运输法规。	
	� 确保具备沟通能力，并与应对大流行的管理人员、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和实验室网络正常沟

通。	
	� 具备国家能力的国家通过国家流感中心（NIC）或其他适当公共卫生实验室参与全球流感监测与应对

系统（GISRS）。	另见第3.2节“季节性流感（大流行间期）监测”。

3.0 监测、调查和评估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8049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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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行动
	� 考虑建立认可所有公共卫生实验室的制度，确保遵守国家和国际流感检测质量标准。JEE-D.1.4

	� 考虑参加世卫组织全球流感监测与应对系统，包括明确和指定满足世卫组织承认的国家流
感中心职权范围的国家流感中心。

	� 考虑对全国范围内达到处理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的适当生物安全安保水平（3级生物安全）的
实验室进行盘存。如果本国并无具备这些能力的实验室，应与世卫组织合作中心达成运输
安排。	

	� 考虑建立进行特定病毒学调查（例如抗原鉴定和分子流行病学）的实验室能力。	
	� 考虑建立监测抗病毒药物耐药性的实验室能力。

	� 考虑制定或更新在国际上及时共享来自确诊大流行性流感病例的临床标本的政策。该政策
应包括材料转让协议及病毒分离株和核糖核酸、排序结果和其它相关实验室数据（例如抗
原特征和抗病毒药物耐药性）的分发等。

	� 考虑储存来自疑似和确诊病例的临床标本。这些标本有助于以后的大流行性流感研究。

 
 

WHO. GISRS and laboratory: 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 (GISR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1)

WHO. GISRS and laboratory: shipping and logistic activiti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logistic_activities/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2)

WHO. Guidance on regulations for the transport of infectious substances 2017–2018.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WHE-CPI-2017.8/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3)

WHO. Laboratory biosafety manual.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4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biosafety/WHO_CDS_CSR_LYO_2004_11/,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4)

WHO. Manual for 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and virological surveillance of influenza.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1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manual_diagnosis_surveillance_
influenza/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5)

WHO. Pandemic contingency planning checklist for national influenza centres (NICs) and other national 
influenza laboratori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9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
laboratory/national_influenza_centres/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6)

WHO. Pandemic influenza preparedness (PIP) framework.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nfluenza/pip/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7)

WHO. Virus Sharing: 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 (GISR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nfluenza/pip/virus_sharing/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8)

重要资源

另见第4.2.1节“治疗和患者管理”与第5.1.3节“将抗病毒药物用于预防”。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logistic_activities/en/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WHE-CPI-2017.8/en/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biosafety/WHO_CDS_CSR_LYO_2004_11/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manual_diagnosis_surveillance_influenza/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manual_diagnosis_surveillance_influenza/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national_influenza_centres/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national_influenza_centres/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pip/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pip/virus_sha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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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季节性流感（大流行间期）监测

理由
	 季节性流感（或大流行间期）监测会产生信息，这种信息可以用于规划适当的流感控制和干
预措施（包括接种疫苗），分配卫生资源和提出流感病例管理建议。监测系统也可以发挥早期预警
作用，因为它可以发现与正常模式基线及季节性流感感染率相比不同寻常的基本活动。

基本行动
	� 建立监测系统和能力，把流行病学和病毒学信息联系起来监控流感活动并描述其特征。世卫
组织建议，该系统应包括对流感样疾病（ILI）和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的监测及以事件
为基础的监测	。	JEE-D.2.1, JEE-D.1.1, IHR-3.1.1

	� 建立或加强管理和报告监测数据的系统，包括数据收集、数据清理、数据库管理及汇总数据
的每日报告。确保定期报告流感监测数据（例如每周报告）。	JEE-D.2.3

	� 	如具备国家能力，通过国家流感中心或其它适当公共卫生实验室参加全球流感监测与应对
系统	。		另见第3.1节“实验室”。

补充行动
	� 考虑建立或加强大流行性和人畜共患流感监测的国家电子报告系统，由公共卫生和兽医监
测系统共享和使用。JEE-D.2.2

	� 考虑采用可以发现群发性不寻常流感样疾病或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替代信息源；这类信
息源可以包括职业卫生医师、医院急诊科、老龄护理机构和学校。

	� 考虑将流感监测扩大到全年开展。

3.3 非季节性（新）流感监测

理由
	 准确的人和动物流感监测系统用于监测可能变异成会引起人类流感大流行的非季节性			
(或新）流感病毒的出现。因此，非季节性（新）流感监测可以在这些新病毒开始进入人类种群时就
发现它们，从而发挥大流行早期预警系统的作用。

基本行动
	� 建立或加强动物或野生动物监测单位与人类卫生监测部门之间及时且系统的信息交流制度，
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人畜共患病事件，包括流感。	JEE-P.4.2,	IHR-10.1.1

	� 确保建立报告能力并与《国际卫生条例（2005）》国家归口单位进行协调，根据《条例》要求向世
卫组织通报新流感病毒感染病例。	JEE-D.3.1

WHO. GISRS and laboratory: 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 (GISR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1)

WHO. Global 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 standards for influenza.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3 
(http://www.who.int/influenza/resources/documents/influenza_surveillance_manual/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9)

WHO. Manual for 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and virological surveillance of influenza.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1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manual_diagnosis_surveillance_influenza/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5)

重要资源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resources/documents/influenza_surveillance_manual/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manual_diagnosis_surveillance_influenz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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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源

WHO. Virus sharing: 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 (GISR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nfluenza/pip/virus_sharing/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9)

WHO. Protocol to investigate non-seasonal influenza and other emerging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preperation (30)

	� 建立向地方、省市和中央公共卫生主管部门报告信号事件的明确机制。	JEE-D.3.2

	� 建立以指标为基础和以事件为基础的监测系统和能力，以发现信号事件并立即报告公共卫生
主管部门，例如： IHR-3.1.1, IHR-3.2.1

	� 流感样疾病和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疾病趋势或临床过程突然发生意外变化；
	� 家庭、社交网络或工作场所（特别是卫生保健工作者中）群发流感样疾病或严重急性呼吸

道感染；
	� 人类发生与禽类或其它动物疾病有关的呼吸道疾病；
	� 禽类或其它动物死亡或疾病疫情暴发；以及
	� 出现人感染新流感病毒病例。

	� 建立调查季节性流感和其它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不寻常病例或群发病例的触发标准	。	IHR-4.1.1

3.4 疫情调查

理由
	 及时调查不寻常或群发呼吸道疾病是及早发现新流感病毒的关键。通过调查确定病例、感染
源和疾病的临床影响；调查还有助于及早描述新病毒特征。

基本行动
	� 确保疫情调查和快速响应人员具备适当能力和培训（例如现场流行病学、数据收集和分析、风
险评估、个体防护装备的使用），并熟悉自己的职权范围和预期任务	。	JEE-D.4.2

	� 建立调查非季节性流感和其它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不寻常病例或群发病例的触发标
准。IHR-4.1.1

	� 确定系统地核实事件、调查疫情和沟通调查结果的标准操作程序。	IHR-4.1.1

	� 建立多学科疫情调查和快速响应团队（包括明确其职权范围），并确定可以部署的团队成员。 

IHR-4.1.1

	� 更新现有病例报告表，用于疫情调查，或确保使用世卫组织提供的表格	1	。

	� 建立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审查病例定义和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 确保制定并遵循感染预防控制（IPC）程序和使用个体防护装备规程。确保向调查员和响应团队
（及包括后勤人员或司机在内的支持人员）提供足够数量的个体防护装备和洗手用物资。

	� 就如何定义和管理病例的可能接触者拟定指导文件。确保接触者了解和明白建议的管理措施
（例如隔离、预防性抗病毒治疗、后续医疗措施和卫生措施）。	

1   见《非季节性流感和其它新发急性呼吸道疾病调查规程》附件2“非季节性流感或新发急性	呼吸	
道疾病病例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筹备中(30)。

http://www.who.int/influenza/pip/virus_sha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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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估在病例居住地点、动物疫情发生地区和疑似感染源所在地评估加强现有监测系统的需
求。如有必要，对面临更大职业暴露风险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监测。

	� 制定并实施开展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研究方案。	

补充行动
	� 考虑向疫情调查团队成员提供抗病毒药物用于预防。另见第5.1.3节“预防性使用抗病毒	

药物”。
	� 考虑制定研究方案，以便更好地理解大流行的临床、流行病学和病毒性特征。

	 另见第7.1届“研究和开发”。

3.5 大流行监测

理由
	 大流行期间的监测将提供核心信息，供应对大流行决策参考。大流行期间，不同时点需要的
信息类型有所不同，也将来自不同类型的监测活动。大流行监测将以现有常规监测系统为基础，
但可能也需要发展临时系统，以满足额外数据需求。

	 在潜在大流行开始时，监测重点是核实有关新流感病毒出现持续人际间传播的初始报告并
发现该病毒在其它国家的第一批病例。世卫组织可能会随着病毒演化而定期更新病例定义，特别
是在早期。监测主管部门应为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数据需求做好准备。随着大流行的进展，需要利
用监测结果修改应对策略并发现是否即将发生又一波大流行。活动重点是监测传播的地理范围、
疾病趋势、传播强度、对卫生保健服务的影响以及抗原性和抗病毒药物敏感性的变化情况。

3.5.1 核实与发现

基本行动
另见第3.4节“疫情调查”。

	� 确保建立报告能力并与《国际卫生条例（2005）》国家归口单位进行协调，根据《条例》要
求向世卫组织通报经实验室确诊的新流感病毒引起的人流感病例。

	� 制定发现新流感病毒人际间传播进一步病例的监测策略。使监测系统做好收集和报告
大流行性流感病例数据的准备。

	� 明确主动发现病例的规程（例如接触者追踪和图表复查）。
	� 加强在大流行开始时确诊新流感病例或大流行性流感病例的实验室能力，或确保有能

进行此种检测的实验室可用。
	� 建立标准操作程序，用于调整采纳世卫组织对疑似、确诊、输入和本地传播病例的病例

定义。
	� 建立根据监测结果审查病例定义和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程序。

WHO.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 and pandemic-pron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 in health 
car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4 (http://www.who.int/csr/bioriskreduction/infection_control/
publication/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31). 

WHO. Protocol to investigate non-seasonal influenza and other emerging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preparation. (30)

重要资源

http://www.who.int/csr/bioriskreduction/infection_control/publication/en/
http://www.who.int/csr/bioriskreduction/infection_control/public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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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源
WHO. WHO guidance for surveillance during an influenza pandemic: 2017 updat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nfluenza/preparedness/pandemic/guid-
ance_pandemic_influenza_surveillance_2017/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32)

	� 确定与决策者和利益攸关方分享监测分析结果的报告格式和渠道。
	� 确保及时向国际流感数据库（例如流感网络FluNet和流感知情决定平台FluID）	

提交数据。
	� 根据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收集并与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流感实验室共	

享标本。

补充行动
	� 考虑拟定研究方案，以便更好地理解大流行的临床、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特征	。	
另见第7.1节“研究和开发”。

3.5.2 监测大流行 

基本行动
	� 	保持报告能力和与《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的协调，以便根据《国际卫生条例
（2005）向世卫组织报告有关大流行形势的每周最新情况。

	� 制定在大流行阶段和过渡阶段监测大流行的监测策略，包括明确策略变化的触发标准
（例如何时停止基于病例的报告及何时监测趋势）。

	� 建立机制，审阅并调整采纳世卫组织有关大流行性流感的病例定义，并更新本国临床
和实验室诊断算法。世卫组织将发布全球指导文件，供各地调整采纳。

	� 建立机制，根据监测分析结果审查控制措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和大流行应对计划。
	� 全面记录大流行的演变情况，包括人口易感性、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地理传播范围、

趋势和影响的变化情况。
	� 拟定报告框架和方案，定期与大流行事件管理团队和决策者交流监测数据、分析和形

势报告。
	� 确保及时向国际流感数据库（例如流感网络和流感知情决定平台）提交数据。

补充行动
	� 考虑拟定研究方案，以便更好地理解大流行的临床、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特征。	
另见第7.1节“研究和开发”。

	� 考虑准备基线数据，以便对照测量大流行的影响（例如工作场所缺勤和学校缺课情况、
受影响地区、受影响最大群体和主要工作人员到岗情况）。

http://www.who.int/influenza/preparedness/pandemic/guidance_pandemic_influenza_surveillance_2017/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preparedness/pandemic/guidance_pandemic_influenza_surveillance_2017/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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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风险和严重程度评估

理由
	 一旦核实已经发生持续的人际间传播，就需要进行持续评估，以监控大流行的严重程度及其
给社区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大流行风险和严重程度评估将为有关应对策略、患者治疗和公共卫
生干预措施的决策提供参考。评估大流行风险和严重程度是贯穿所有阶段（大流行间期、警报、大
流行和过渡）的持续过程，应定期开展。

基本行动
	� 建立标准操作程序，以便对大流行风险和严重程度进行系统性评估，利用评估结果为公共卫

生行动提供参考，并将评估结果沟通给国家主管部门和世卫组织。
	� 加强大流行风险和严重程度评估能力，包括人力资源（例如流行病学、病毒学、临床和风险沟

通）。明确在患者和服务使用者剧增时将提供哪些支持。
	� 建立机制，利用世卫组织全球风险评估结果并采用流感大流行风险评估工具（TIPRA）(33)为

本国公共卫生行动提供参考。
	� 利用大流行性流感严重程度评估（PISA）框架，明确评估大流行性流感严重程度指标（传播

能力、疾病严重程度和影响）的参数。使用历史数据确定每个参数的阈值或范围。
	� 建立机制，审阅并调整采纳世卫组织有关大流行性流感的病例定义，并更新临床和实验室诊

断算法。
	� 建立机制，根据大流行风险和严重程度评估结果审查控制措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和大流行

应对计划。
	� 确保及时向国际流感数据库（例如流感网络和流感知情决定平台）提交数据。

补充行动
	� 考虑省市或地方级别建立风险和严重程度评估能力。
	� 考虑与风险沟通专家建立联系，以便向受影响人群沟通评估结果。

重要资源
WHO. Pandemic influenza severity assessment (PISA).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nfluenza/surveillance_monitoring/pisa/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34)

WHO. Rapid risk assessment of acute public health event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2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HSE_GAR_ARO_2012_1, accessed February 2018). (35)

WHO. Tool for influenza pandemic risk assessment (TIPRA).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http://www.who.int/influenza/publications/TIPRA_manual_v1/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33)

http://www.who.int/influenza/surveillance_monitoring/pisa/en/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HSE_GAR_ARO_2012_1
http://www.who.int/influenza/publications/TIPRA_manual_v1/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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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卫生服务和临床管理

4.1 卫生服务

理由
	 卫生服务应尽可能保持长时间运转，以减轻大流行导致的压力、疾病和死亡的影响。除治疗大
流行性流感患者的服务外，其它类型的临床和疾病护理服务应予保持，特别是对儿童、孕妇、老人
和慢性病患者等弱势群体。应提前规划，将卫生服务确定为重点，并优化可用设施、药物和物资的
使用。

4.1.1 卫生业务持续性

基本行动
	� 制定转诊医院及主要地区或省市医院的大流行期间业务持续性计划，以确保基本卫生

服务持续，包括针对儿童、孕妇、老人和慢性病患者的服务。
	� 发展沟通框架，包括明确相关渠道，以确保应对大流行的主管部门和所有卫生保健提供

者之间进行及时、准确的信息沟通。
	� 与私立卫生保健行动者做出或加强制度化安排，以便在大流行期间协调卫生服务	

的提供。
	� 审查标准和监管框架，确保大流行期间的服务质量和安全性。
	� 建立融资机制，为大流行期间的基本卫生服务和大流行服务提供资金。
	� 确定大流行期间报告基本卫生服务交付状况的指标、信息源和报告格式。

补充行动
	� 考虑开发分诊方法和为非紧急患者提供卫生保健的远程方法（例如电话或在线咨询）。

4.1.2 设施

基本行动
	� 对现有公立和私营卫生保健设施进行摸底调查，包括所提供的服务水平、床位数量、隔

离和重症监护能力以及太平间容量。	JEE-R.1.1

	� 确定可被用作替代卫生保健设施的公立和私营设施（例如学校、社区礼堂和军营）。确定
在每个设施中可以安全安排的服务水平。

	� 根据不同大流行场景制定设施一级在大流行期间提供大流行和基本卫生服务的计划，
例如大流行病毒毒性高还是低，感染性强还是弱。

	� 就分诊病人和在治疗大流行性流感病例的设施内管理患者流动提出建议（包括楼层平
面图和个体防护装备）。

	� 建立在设施之间协调和转送患者的系统，例如运输系统、医院或重症病房床位跟踪、病
人集中分配和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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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人员

基本行动
	� 估算公立和私营部门目前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数量、专长或职业以及地理分布。JEE-R.1.1

	� 制定设施一级的最低人员配备计划，以便按照卫生保健设施业务持续性计划支持基
本服务和职能。

	� 制定设施一级人员配备计划，以支持预计的应对大流行的卫生服务。估算额外人员需
求，并明确可由扩增人员或志愿者支持的职能。

	� 制定招募和培训扩增能力职工的程序。
	� 制定程序，以便动员、筛选、培训、认证和管理在必要时提供额外扩增能力的志愿者。
	� 审查在突发事件期间管理和留用工作人员的政策，包括保险、激励措施、病假及职业

卫生和安全措施。
	� 发展支持应对人员的服务（例如健康监控、咨询、压力管理、心理支持和大流行性流感

疫苗）。

补充行动
	� 考虑制定程序，以便在卫生保健设施之间进行协调和转移工作人员，从而提供扩增支

持。
	� 考虑与私营卫生保健行动者一道制定在大流行期间重新分派工作人员的计划。

4.1.4 基本药物、物资和医疗器械

基本行动
	� 确定在各级卫生保健机构维持基本卫生服务所需的药物、物资和医疗器械种类和数

量。
	� 制定本国在各级卫生保健机构提供大流行性流感相关卫生服务所需药物、物资和医

疗器械清单，包括：
	� 个体防护装备（以世卫组织指南为基础）；
	� 抗病毒药物；
	� 治疗流感并发症的抗生素；
	� 退烧药；和
	� 补液、氧气和通气支持。

	� 根据不同的大流行场景预测对大流行性流感药物、物资和医疗器械的额外需求，例如
大流行病毒毒性高还是低，感染性强还是弱。

	� 与进口海关当局协调，以加快接收和部署进口大流行性流感药物和物资（例如抗病毒
药物、疫苗和其它物资）。

	� 考虑大流行期间可能发生的供应和运输中断，制定管理药物、物资和医疗器械库存的
计划，以便各级卫生保健设施能够维持基本卫生服务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卫生服务。

	� 考虑大流行期间可能发生的运输中断，制定安全存储基本药物、物资和医疗器械并将
其运到卫生设施的策略	。

补充
	� 考虑采取预先采购协议和库存安排等措施，以确保获得基本的和用于应对大流行的药

物、物资和医疗器械。尽可能将这些安排与国家供应链相结合。JEE-R.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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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超额死亡

基本行动
	� 绘制医院和殡仪馆的太平间设施所在地地图并摸清其存储能力。确定用作紧急太平间

设施的资源和替代地点。
	� 制定太平间计划，以管理大流行性流感死亡造成的更多尸体。
	� 调查清楚现有墓地地点和容量。
	� 评估丧葬服务部门运输尸体及进行土葬、火葬或其它可接受埋葬方式的最大能力。
	� 审查有关大流行性流感导致或与之有关的死亡的遗体护理指南。

补充行动
	� 考虑明确如超出墓地现有容量还有哪些替代地点可用。
	� 考虑审查证明死亡和发死亡证的程序。评估这些工作能否轻易扩大或是否需要扩增能

力或加快程序。
	� 考虑制定文化上适当的减少葬礼上社交接触的政策。

4.2 临床管理

4.2.1 治疗和患者管理

理由
	 卫生保健工作者必须做好发现并管理疑似大流行性流感病例的准备，以确保安全、有效
地治疗患者。重要的是要编制好临床管理指南，培训好卫生保健工作者以及准备好药物、物
资和医疗器械。

基本行动
	� 制定或调整采纳有关临床管理疑似或确诊大流行性流感感染患者的指南，其中	

包括：	JEE-R.4.3,	IHR-4.2.1

	� 应在哪里管理患者（即护理水平、社区环境还是医院环境）；
	� 分诊和入院标准；
	� 治疗方案，包括抗病毒药物、抗生素、通气、支持治疗和继发性感染治疗；
	� 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看护人员感染预防和控制方案；
	� 实验室检测和先进诊断制剂标准；和
	� 标本采集。

WHO.	WHO	guidance	for	surveillance	during	an	influenza	pandemic:	2017	updat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nfluenza/preparedness/pandemic/guidance_pandemic_influenza_
surveillance_2017/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32)

重要资源

http://www.who.int/influenza/preparedness/pandemic/guidance_pandemic_influenza_surveillance_2017/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preparedness/pandemic/guidance_pandemic_influenza_surveillance_2017/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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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确保将临床管理指南发放到所有将治疗大流行性流感患者的卫生保健设施。提供培
训资源，使员工掌握最新信息	。	JEE-R.4.3, IHR-4.2.1

	� 确保所有卫生保健设施均可获得实施临床管理指南所需要的药物、物资和医疗器
械。	另见第4.1.4节“基本药物、物资和医疗器械”。	

	� 制定分诊方案，将指定团体（例如儿童、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生存几率更高的患者）的
治疗确定为重点。征求社区团体、利益攸关方和伦理委员会的意见	。

	� 确保实施本国或世卫组织呼吸道标本和血样安全采集和运输规程。确保所有可能管
理患者的卫生保健设施均获得相关规程	。			另见第3.1节“实验室”。

	� 制定或更新在社区治疗和管理可能具有传染性的患者的方案。

补充行动
	� 考虑评估患者寻求大流行性流感治疗时的体验和满意度。
	� 考虑对早期大流行性流感病例进行详细临床调查	。	另见第7.1节“研究和开发”。
	� 考虑制定服用抗病毒药物后监控其疗效、有效性、耐药性和不良事件的方案。	
另见第7.1节“研究和开发”。

	� 考虑建立由来自公立和私营部门专家组成的临床工作组，确保具有广泛知识和一致
性。	

20

重要资源
WHO. GISRS and laboratory: shipping and logistic activiti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logistic_activities/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2)

WHO. Manual for 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and virological surveillance of influenza.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1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manual_diagnosis_surveillance_
influenza/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25)

4.2.2 卫生保健环境下的感染预防和控制

理由
	 感染预防和控制对于防止疾病的进一步蔓延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具有传染性或患病
的人非常集中的卫生保健环境下。感染预防控制是管理患者和卫生保健设施的核心，对
于保护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看护者安全必不可少。

基本行动
	� 加强或建立国家和医院感染预防控制规划，并配备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	。	IHR-4.3.1

	� 修 改 现 有 感 染 预 防 控 制 指 南 和 方 案 并 在 所 有 卫 生 保 健 设 施 实 施 ，	
包括：	JEE-P.3.3, IHR-4.3.1

	� 医院和卫生保健诊所；
	� 参与流感大流行紧急应对的替代卫生保健设施；
	� 救护车服务和社区应急服务；
	� 长期护理设施；和
	� 临床实验室。

	� 确保卫生保健工作者、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得到适当的感染预防控制教育和培
训	。	IHR-4.3.1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logistic_activities/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manual_diagnosis_surveillance_influenza/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manual_diagnosis_surveillance_influenz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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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源

5.0 在社区中预防疾病

WHO.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 and pandemic-pron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 in health 
car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4 (http://www.who.int/csr/bioriskreduction/infection_
control/publication/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31)

	� 确保患者和探视者得到有关适当感染预防控制措施的明确指导。	IHR-4.3.1

	� 确保有落实感染预防控制措施所需物资（例如个体防护装备和手卫生	
物资）。IHR-4.3.1 	另见第4.1.4节“基本药物、物资和医疗器械”。

补充行动
	� 考虑在卫生保健设施内设立与感染预防控制有关的监测、监督、稽核和反馈	

系统	JEE-P.3.3

	� 考虑制定设施一级的计划，将确诊或疑似大流行性流感病例集中在指定区域或病
房，以减少病毒传播	。

5.1 医疗对策

5.1.1 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理由
	 季节性流感疫苗为存在感染流感或经历重症（例如与流感有关的并发症或入院）风险的
人提供保护。实施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规划将预防这些目标风险人群的发病和死亡。强有力
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规划还能加强本地疫苗接种能力和全球流感生产能力，并促进更好
地防范大流行。

基本行动
实施（或正考虑实施）季节性流感疫苗常规接种的国家：

	� 成立咨询委员会，并请其审查有关季节性流感疫苗使用、接种覆盖率目标和重点接种人
群（例如卫生保健工作者、孕妇、儿童、老人和有基础性疾病者）的政策。

	� 制定为这些目标人群接种疫苗的策略，包括联系、评估接种障碍、分发、接种、供资和让
公立和私营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JEE-R.4.1

	� 确保每年都有来自国内外来源的季节性流感疫苗供应。	JEE-P.7.2

	� 建立在接种疫苗后监控接种覆盖率和不良事件的系统。

未实施季节性流感疫苗常规接种的国家：

	� 利用有关风险人群、疾病负担、成本效益和其它卫生重点等国家数据，评估是否有必要
设立常规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规划。可采用以下类型信息评估流感的基本负担：

http://www.who.int/csr/bioriskreduction/infection_control/publication/en/
http://www.who.int/csr/bioriskreduction/infection_control/public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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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年龄组分类的社区内流感样疾病发病率；
	� 按年龄组分类的流感季由流感或与流感有关的原因住院的数据；
	� 按年龄组分类的流感季由流感导致的死亡和与流感有关原因导致的超额死亡。

补充行动
	� 在新流感疫情期间，考虑向与动物或禽类打交道者提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这会

减轻季节性流感和新流感病毒双重感染风险。
	� 考虑实施知识、态度和实践调查，以确定存在哪些领域的知识空白、文化信仰或行为

模式可能有助于促进人们对接种流感疫苗的理解和行动。

5.1.2 接种大流行性流感疫苗

理由
	 有效使用疫苗是减轻大流行影响的关键工具。在大流行间期，各国应评估自己在大
流行期间生产或采购大流行性流感疫苗的能力。针对大流行性流感新毒株的疫苗生产过
程可能需要五、六个月时间，而且全球生产能力有限。

基本行动
	� 建立咨询委员会，以便在考虑到伦理关切的情况下决定有关大流行性流感疫苗使用

和重点接种人群（例如高风险人群、基本卫生服务工作者及应对大流行的工作人员）
。	另见第2.3节“伦理问题”。

	� 根据现有常规免疫接种能力，制定国家大流行性流感疫苗部署和接种计划。计划应
包括：
	� 不同大流行场景下接种疫苗的重点人群；
	� 管理疫苗部署行动；
	� 管理接种行动；
	� 促进疫苗部署的沟通和信息管理；
	� 部署和接种行动所需人力资源及安保需求；
	� 公众传播；
	� 供应链管理；
	� 废物管理；和
	� 部署后监测，即接种后不良事件管理。

	� 已具备流感疫苗生产能力的国家应与疫苗厂商预先做出合同安排，以确保获得大流
行性流感疫苗。厂商应做好准备，随时根据世卫组织建议从季节性流感疫苗生产转
向大流行性流感疫苗生产，同时要考虑到对季节性疫苗供应的影响。

重要资源
WHO. A manual for estimating disease burden associated with seasonal influenza.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5 (http://www.who.int/influenza/resources/publications/manual_bur-
den_of_disease/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38)

SAGE Working Group. Background paper on influenza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2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meetings/2012/april/1_
Background_Paper_Mar26_v13_cleaned.pdf, accessed February 2018). (39)

http://www.who.int/influenza/resources/publications/manual_burden_of_disease/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resources/publications/manual_burden_of_disease/en/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meetings/2012/april/1_Background_Paper_Mar26_v13_cleaned.pdf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meetings/2012/april/1_Background_Paper_Mar26_v13_clean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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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尚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国家应与区域或国际机构和协会合作，采购大流行性流感疫苗
或是制定在没有疫苗情况下管理大流行的应急计划。

	� 建立在突发大流行期间加快大流行性流感疫苗进口、批准上市和许可使用的监管路
径。		另见第2.2节“法律和政策问题”。

补充行动
	� 考虑通过与季节性疫苗供应商或区域安排签订预先采购协议，以确保获得大流行性

流感疫苗。

	� 考虑开展演练，以检验和修订国家大流行性流感疫苗部署和接种计划。

	� 考虑制定方案，以便在完成大流行性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后监控其疗效、有效性、耐药
性和不良事件。	另见第7.1节“研究和开发”。

重要资源
WHO. GAP: Guidance on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national deployment and vaccination plan for 
pandemic influenza vaccin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2 (http://www.who.int/influenza_
vaccines_plan/resources/deployment/, accessed February 2018). (40)

WHO. Checklist for assessing and updating national pandemic influenza vaccine deployment and vaccination 
pla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2 (http://www.who.int/influenza_vaccines_plan/resources/
deployment_guidance_supplementary/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41)

WHO. Guidelines for medicine donation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1 (http://www.who.int/
medicines/publications/med_donationsguide2011/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42)

5.1.3 预防性试验抗病毒药物

理由
	 抗病毒药物抑制病毒的复制能力，从而减轻感染影响。在特定环境下，抗病毒药物也
可用于预防感染。在能够获得这些资源的国家，可考虑对高风险人群或基本工作人员预
防性使用抗病毒药物。

基本行动
	� 评估在大流行期间从国家、国际或区域来源（例如区域性库存）获得抗病毒药物的财

务和后勤能力。	JEE-R.1.1

	� 估计在大流行期间将抗病毒药物用于治疗和预防的需求。
	� 制定大流行期间预防性使用抗病毒药物的策略，包括：

	� 确定对哪些重点人群进行预防性使用（例如高风险人群及基本卫生服务和大流
行应对服务工作人员）；

	� 在可以获得大流行性流感疫苗后调整策略；
	� 确保药物分发；和
	� 根据新调查结果或公共卫生建议修改策略的机制。

补充行动
	� 在还没有大流行性流感疫苗之前，考虑向疫情调查团队成员提供预防性使用的抗病

毒药物	。另见第3.4节“疫情调查”。

http://www.who.int/influenza_vaccines_plan/resources/deployment/
http://www.who.int/influenza_vaccines_plan/resources/deployment/
http://www.who.int/influenza_vaccines_plan/resources/deployment_guidance_supplementary/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_vaccines_plan/resources/deployment_guidance_supplementary/en/
http://www.who.int/medicines/publications/med_donationsguide2011/en/
http://www.who.int/medicines/publications/med_donationsguide2011/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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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源
WHO. WHO guidelines on the use of vaccines and antivirals during influenza pandemic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4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influenza/
WHO_CDS_CSR_RMD_2004_8/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43)

	� 考虑拟定方案，在服用抗病毒药物后监控其疗效、有效性、耐药性和不良事件。		
另见第7.1节“研究和开发”。

	� 考虑在大流行间期建立起国家抗病毒药物库存的方案。可能需要制定正式的国家政
策，以确保这些药物的安全采购和使用。

5.2 非药物干预措施

理由
	 非药物干预措施（又称“社区缓解措施”）指一组人们和社区可以采取的延缓疾病蔓延的干预
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普遍、立即采用，从而形成抵御流感大流行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大流行性流感
防范工作的关键要素。在大流行期间有效落实这些措施需要确保公众的广泛意识和接受，也需要
在可能需要采取社区一级干预措施的环境（例如学校、工作场所和公众集会）下开展跨部门合作。
一些非药物干预措施可能会影响个人行动和自由（例如自愿或强制检疫），应得到透明决策过程
及强有力法律和伦理框架的支持。

基本行动
	� 与风险沟通主管部门沟通，准备针对受影响人群、公众和其它利益攸关方的信息和材料，以

便说明采取非药物干预措施的理由及实施各项干预措施的方式。在公共卫生目标的语境下
评估包括预期效益、局限性、预期影响和持续时间等问题。JEE-R.5.1-5, IHR-6.1.1.1  

	� 确立实施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和应对计划中建议的非药物干预措
施的合法权威。

	� 评估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大流行性流感防范和应对计划所列各项非药物干预措施的
法律和伦理基础，特别是那些针对个人自由的措施。	另见第2.2节“法律和政策问题”及第
2.3节“伦理问题”。

	� 确保参与选择非药物干预措施并（在国家主管部门指导下）确定实施时间的地方主管部门完
全理解相关法律和伦理基础及影响。	

	� 明确部署非药物干预措施的公共卫生理由和触发标准。

补充行动
	� 考虑实施知识、态度和实践调查，以明确可能影响对社区相关努力的理解和行动的知识空

白、文化信仰和行为模式	。

5.2.1 个人非药物干预措施

基本行动
	� 拟定关键信息、教育和沟通材料及沟通策略，以促进针对个人的非药物干预措施，从而

在社区内降低传播风险。例如生病时待在家里、自愿隔离、呼吸礼仪、手卫生、在社区环
境下用口罩及减少社交接触。JEE-R.5.1-5,	IHR-6.1.1.1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influenza/WHO_CDS_CSR_RMD_2004_8/en/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influenza/WHO_CDS_CSR_RMD_2004_8/en/


世界卫生组织

重要资源
WHO. Advice on the use of masks in the community setting in influenza A (H1N1) outbreak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9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swineflu/masks_community/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44)

Qualls N. Community mitigation guidelines to prevent pandemic influenza—United States, 2017. MMWR. 
Recommendations and Reports. 2017;66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6/rr/pdfs/rr6601.pdf, accessed 
February 2018). (45)

WHO. Interim planning considerations for mass gatherings in the context of pandemic (H1N1) 2009 influenza.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9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swineflu/h1n1_
mass_gatherings/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46)

WHO. Public health for mass gatherings: key consideration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5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_HSE_GCR_2015.5/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47)

WHO. Reducing transmission of pandemic (H1N1) 2009 in school settings: a framework for national  
and local planning and respons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9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swineflu/reducing_transmission_h1n1_2009/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48)

	� 对家庭、儿童保育设施、学校、工作场所和公共环境下常被人接触的表面和物体进行
常规环境清洁。	

5.2.2 社区非药物干预措施

基本行动
	� 评估关闭儿童保育设施和教育机构（例如学校和大学）的预期影响。与教育部门和其

它伙伴讨论实施策略和标准。
	� 准备有关工作场所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例如远程工作或是用电话会议或虚拟会议

取代面对面开会。
	� 确定哪些类型的大型集会应予暂停（例如体育赛事、节日和集市）。与事件组织者和其

它伙伴讨论实施策略和标准。
	� 就在家护理患者和预防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感染提出建议和拟定指导文件（例如手卫

生、呼吸礼仪、经常清洁接触面和物品、识别症状以及在什么时间到哪儿去就医）。
	� 确保任何事前计划的强制检疫措施以合乎法律、伦理和实际的方式得到实施：

	� 确定实施检疫措施的法律和伦理基础；
	� 确定人们在适当条件下进行检疫的设施，包括提供医疗护理、食品和心理支持；	

以及
	� 明确安全地将人运到检疫设施并安全运走的交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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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基本服务持续性

理由
除卫生保健外，社区还需要获得其它基本服务，方能在大流行期间维持福利和稳定。这些服务包括清洁
的水、卫生设施、电力、消防和公安、金融、通信以及获得食品和其它基本物品。依大流行严重程度不同，
雇员缺勤率可能高达20-40%，原因包括生病、照顾家里的病人或是恐惧。这很可能会破坏商业运行和
基本服务的持续性。

基本行动
	� 建立在大流行期间监督基本服务持续性的重要主管部门（例如国家应急委员会），在省市级也指
定类似的协调部门。

	� 与工商界协调，确定哪些服务属于基本服务以及交付这些服务的地理和行政级别（例如省、地区
和社区）。

	� 明确应急预算和供资机制，以便确保在大流行期间为基本服务供资。	
	� 与基本服务提供者合作，制定、审查和检验业务持续性计划（或是现有计划中有关大流行的附件）
，以确保大流行期间基本服务得到持续。

	� 确定大流行期间基本服务的工作人员及其角色和职责。
	� 向基本服务工作人员通报大流行性流感防备计划及职工福利政策。
	� 发展支持基本服务工作人员的服务（例如健康监测、咨询、压力管理和心理支持）。

补充行动
	� 考虑制定工作场所政策，要求患病员工待在家里不去重要工作场所。确保不惩罚待在家里的患病
员工。

	� 考虑向员工提供更多职责培训，以便为一些关键职能准备后备人员。
	� 考虑针对重要基本服务员工的特别健康措施（例如密切的症状监测、建立抗病毒药物库存以便快
速启动治疗）。

	� 考虑建立大流行期间维持基本服务所需的物资和设备库存（例如燃料和零部件）。

6.2 恢复

理由
	 从大流行中恢复需要全社会的合作，包括政府、企业、社区组织和区域经济体。它还包括努力使当
地和区域经济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重新焕发活力。大流行一般会发生一系列两三波国内和国际传播。
因此，开展从大流行中恢复的行动时，也必须开展防范活动，以便为后续可能再出现的传播做好准备。

基本行动
	� 建立监督和协调全社会恢复行动的中央主管部门（例如国家恢复委员会）。在省市级指定类似协调
部门。

	� 确定将应急行动降级和开始恢复正常服务和业务的标准。
	� 制定卫生部门和其它基本服务的恢复计划。包括采取措施为未来的大流行性传播做好准备和审查
大流行和业务持续性计划。

	� 发展针对受大流行影响社区的支持服务和规划，包括经济支持、社会支持、应急住所和咨询服务。

6.0 维持基本服务和恢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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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研究和开发

理由
	 研究和开发对于开展知情循证的应对工作十分重要。大流行会带来重要而独特的研究和数
据收集机会，使我们更多地了解病毒、疾病及公共卫生措施的效果。此类信息可用于改善疫苗和
药物的有效性，并能够增加证据以便调整大流行控制策略，从而获得最大效果。

补充行动

	� 考虑制定或更新政策，在国际上及时共享来自确诊大流行性流感病例的临床标本。该政策应
包括材料转让协议、病毒分离株和核糖核酸分布、排序结果和其它相关实验室数据（例如抗
原特征和抗病毒药物耐药性）。	另见第3.1节“实验室”。

	� 考虑拟定研究方案，以便更好地认识大流行的临床、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特征。		
另见第3.4节“疫情调查”、第3.5.1节“核实和发现”及第3.5.2节“监测大流行”。

	� 考虑对早期大流行性流感病例进行详细临床调查。		另见第4.2.1节“治疗和患者管理”。

	� 考虑制定在开展以下活动后监测疗效、有效性、耐药性和不良事件的方案：

	� 接种大流行性流感疫苗（另见第5.1.2节“大流行性流感疫苗接种”）；和
	� 将抗病毒药物用于治疗和预防（另见第4.2.1节“治疗和患者管理”和第5.1.3节“预防
性使用抗病毒药物”）。

	� 考虑制定研究方案，以评估如下大流行干预措施：
	� 使用大流行性流感疫苗；
	� 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和预防）：
	� 为管理严重病例开展临床试验；
	� 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
	� 非药物干预措施；和
	� 人感染和人际间传播的风险因素。

	� 考虑根据世卫组织研发蓝图(50)制定研究计划，以加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研究和开发
工作。

7.0 研究和开发

WHO. About the R&D blueprint.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blueprint/about/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49)

WHO. WHO public health research agenda for influenza: 2017 update.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nfluenza/resources/research/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50)

重要资源

http://www.who.int/blueprint/about/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resources/resear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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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源

8.0 评价、检验和修订计划
8.1 评价

理由
	 评价提供有关大流行防范、应对和恢复活动及资源分配有效性的宝贵信息，可以提供参考，
有助于改进未来行动。它使计划制定者和工作人员了解到哪些措施有用、哪些没用及各项措施会
产生哪些意外后果。评价是大流行应对行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应对过程中较短的审查和学
习周期有助于快速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调整各项程序和干预措施。应在大流行发生前建立评价
程序或调整现有程序，以便在应对工作中使用。

基本行动
	� 为评估大流行应对就绪程度确定关键指标并建立系统。
	� 为定期审查随着形势发展而持续进行的大流行防范、应对和恢复活动确定时间表（例如每天
或每周），并据此开展审查。

	� 建立机制，持续审查大流行应对行动的有效性并酌情修正。	
	� 在大流行后，对各级的大流行应对和恢复工作进行深入评价。提出改进建议，并将其纳入大
流行防范和业务持续性计划。	

补充行动
	� 考虑对大流行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价，包括对受影响社区、卫生保健服务和基本服务的影响。
	� 考虑对大流行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价，包括对贸易和旅行、损失的工商业收入以及应对和恢复
费用。

	� 考虑委托对大流行应对规划和管理工作进行外部评价。
	� 考虑与世卫组织和其它伙伴共享评价结果，以改进全球大流行防范计划和指导。

8.2 检验和修订计划

理由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大流行防范和应对计划是管理流感大流行的关键指导文件。应对
计划进行定期检验，以确保计划中的假设和组织关系是正确的、可以正常运转。工作人员应熟悉
计划和自身责任，并通过桌面演练和模拟演练等培训熟知如何落实计划。应支持各部门制定本部
门的业务持续性计划，以确保在大流行期间持续提供基本服务。

WHO. IHR M&E framework: after action review.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s://extranet.who.int/spp/after-action-review, accessed February 2018). (51)

https://extranet.who.int/spp/after-action-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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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行动
	� 确定定期审查和更新国家大流行防范和应对计划的时间间隔。	JEE-R.1.2,	IHR-5.1.1  

	� 在每次大流行或其它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审查和更新国家大流行防范和应对	
计划。	JEE-R.1.2, IHR-5.1.1		

	� 定期开展桌面演练，以检验国家大流行防范和应对计划的各个组成部分。	JEE-R.1.2, IHR-5.1.1  

补充行动
	� 考虑开展全规模演练，以检验国家防范和应对计划及行动能力。	JEE-R.1.2, IHR-5.1.1 	
	� 考虑参与国际跨境演练，以检验对大流行或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	
	� 考虑根据每次《国际卫生条例（2005）》联合外部评价的结果修订国家大流行防范和应对计
划。	

	� 考虑与世卫组织和其它伙伴分享经验教训，以改进全球大流行防范计划和指导。

重要资源
WHO. Technical Framework in Support to IHR (2005)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Joint External Evaluation Tool; 
Second Edition.  2018,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8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
WHO_HSE_GCR_2018_2/en/), accessed February 2018. (4)

WHO. WHO simulation exercise manual.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WHE-CPI-2017.10, accessed February 2018). (52)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_HSE_GCR_2018_2/en/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_HSE_GCR_2018_2/en/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WHE-CPI-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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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国家立法和政策

1.2		 供资

2.1		 《条例》协调、沟通和宣
传

3.1		 基于指标的监测

3.2		 基于事件的监测

4.1		 快速响应能力

4.2		 病例管理

4.3		 感染控制

4.4		 消毒、去污和病媒控制

5.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
和应对

5.2		 促进《条例》就绪的风险
管理和资源管理

6.1		 公众沟通政策和程序

7.1		 人力资源能力

8.1		 实验室服务政策和协调

8.2	 实验室诊断和确诊能力

1.		 国家立法、政策和供	资

2.		 协调和《条例》国家归口
单位沟通

3.		 监测

4.		 应对

5.		 防范

6.		 风险沟通

7.		 人力资源

8.		 实验室

9.0 附件
9.1  附件1：来自《国际卫生条例（2005）》核心能力监测框架核对表的指标 (1)

	 核心能力 组成部分 指标

1.1.1		 现有立法、法律、法规、行政要求、政
策或其它政府文件足以实施《国际卫
生条例（2005）》

1.2.1		 有资金且可用于《条例》国家归口单
位职能和加强《条例》核心能力

2.1.1		 为协调参与实施《条例》的相关部门
建立运转良好的机制

2.1.2		 具备《条例》界定的国家归口单位职
能和行动	

3.1.1		 基于指标的监测包括早期预警功能，
以便及早发现公共卫生事件

3.2.1		 建立并运行基于事件的监测

4.1.1		 建立并运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
机制

4.2.1		 实施针对《条例》相关危害的病例管
理程序

4.3.1		 在国家级和各医院建立并实施感染
预防和控制

4.4.1		 建立并运行消毒、去污和病媒控制规
划

5.1.1		 制定并实施针对多种危害的国家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计划

5.2.1		 厘清重点公共卫生风险和资源并利
用相关信息

6.1.1		 建立并运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
间进行有效风险沟通的机制

7.1.1		 有落实《条例》核心能力要求的人力
资源

8.1.1		 建立实验室服务协调机制

8.2.1		 有针对重点卫生威胁进行检测的实
验室服务

8.2.2		 建立流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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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实验室生物安全和生物
安保

8.4		 基于实验室的监测	

9.1		 入境口岸的一般义务	

9.2		 要求全时具备的核心能
力

9.3		 在入境口岸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核心能力

10.1	发现和应对构成国家或
国际关切的人畜共患病
事件的能力

11.1	发现和应对可能构成国
家或国际关切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食品安全
事件的能力

12.1	发现和应对构成国家和
国际公共卫生关切的化
学事件的能力

13.1	发现和应对可能构成国
家或国际关切的突发放
射和核事件的能力

8.3.1		 具备并落实实验室生物安全和生
物安保（生物风险管理）实践

8.4.1	 	建立实验室数据管理和报告制度

9.1.1		 履行入境口岸的一般义务（包括
协调和沟通）

9.2.1		 在入境口岸建立常规能力和有效
监测	

9.3.1		 在入境口岸建立有效应对

10.1.1		建立并运行发现和应对人畜共患
病和潜在人畜共患病的机制

11.1.1		建立并运行发现和应对食源性疾
病和食品污染的机制

12.1.1		建立并运行发现、预警和应对可
能构成国际关切的公共卫生事件
的突发化学事件的机制

13.1.1		建立并运行发现和应对可能构成
国际关切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放
射和核事件的机制

8.		 实验室

9.		 入境口岸

10.		人畜共患病事件

11.		食品安全

12.		化学事件

13.		辐射突发事件

 核心能力 组成部分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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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立法、政策和供资

《国际卫生条例（2005）》
沟通、协调和宣传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人畜共患病

食品安全

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

免疫

国家实验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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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		 国家已评估、调整和协调所有相关部门的国内立
法、政策和行政安排，4、5以加强遵守《国际卫生条例
（2005）》

P.1.2		 有用于落实《条例》能力的资金6

P.1.3		 有及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供资机制和资金

P.2.1		 建立并运行协调和整合实施《条例》相关部门的机制

P.3.1		 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上开展有效的多部门协
调

P.3.2		 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进行监测

P.3.3		 感染预防和控制

P.3.4		 优化人类和动物卫生部门及农业中抗微生物药物的
使用

P.4.1		 针对确定为联合重点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在动物
卫生和公共卫生部门建立相互协调的监测系统4

P.4.2		 建立并运行应对传染病和潜在人畜共患病的机制

P.5.1		 建立发现和监控食源性疾病和食品污染的监测系统

P.5.2		 建立并运行应对和管理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的机制

P.6.1		 为所有部门（包括人类和动物卫生及农业设施）建立
整个政府参与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系统

P.6.2		 在所有部门开展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培训和实践	
(包括人类和动物卫生及农业）

P.7.1	 (麻疹）疫苗作为国家规划一部分的覆盖率

P.7.2		 全国的疫苗获得和交付

D.1.1		 实验室检测以发行重点疾病

D.1.2		 标本转诊和运输系统

D.1.3		 有效的国家诊断网络

D.1.4		 实验室质量体系

9.2  附件2：来自联合外部评价工具（第二版）的指标(4)
	 技术领域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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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		 监测系统

D.2.2		 使用电子工具

D.2.3		 分析监测数据

D.3.1		 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世卫组织高效报告	
		 的系统

D.3.2		 国内报告网络和规程

D.4.1		 有最新的多部门人力战略

D.4.2		 有有效实施《条例》的人力资源

D.4.3.		 有在职培训

D.4.4		 有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或其它应用流行病学培	
		 训规划

R.1.1		 进行战略突发事件风险评估1，明确和厘清突发事	
		 件用资源

R.1.2		 制定、实施和检验国家多部门多种危害突发事件防	
		 范措施，包括应急计划2

R.2.1		 应急协调

R.2.2		 应急行动中心能力、程序和计划

R.2.3		 突发事件演练管理规划

R.3.1		 疑似或确诊生物、化学或放射事件期间在公共卫生	
		 和安全主管部门（例如执法、边境控制、海关）之间	
		 建立联系

	R.4.1		 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启动和协调医疗对策	
		 的制度

R.4.2		 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启动和协调卫生工作	
		 人员的制度

R.4.3		 针对《条例》相关危害实施病例管理程序

R.5.1		 针对不寻常/意外事件和紧急情况的风险沟通系统	

R.5.2		 开展内部协调并与伙伴协调，以开展突发事件风险	
		 沟通

R.5.3		 针对突发事件的大众传播

R.5.4		 就沟通问题接触受影响社区

R.5.5		 处理认知、风险行为和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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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报告

人力资源（动物和人类卫
生部门）

突发事件防范

应急行动

在公共卫生和安全主管部
门之间建立联系

医疗对策和人员部署

风险沟通

技术领域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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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口岸

化学事件

突发辐射事件

PoE.1		 在入境口岸建立常规能力

PoE.2		 在入境口岸开展有效的公共卫生应对

CE.1			 建立并运行发现	3	和应对化学事件或紧急情况的机制

CE.2			 建设管理化学事件的促进性环境

RE.1			 建立和运行发现	2	和应对放射和核事件的机制

RE.2			 建设管理放射和核突发事件的促进性环境

技术领域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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