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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人们需要了解自己面临什么健康风险以及可以采取哪些行动
保护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采用人们能够理解、信任和使用的语言和渠道及早、经常提供准
确信息，可以使人们得以做出选择并采取行动，以便在有威胁的健康危害面前保护自己、
家人和社区。
风险沟通是任何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专家、社区领袖或
官员和处于危险中的人们之间的信息、建议和意见的实时交流。在流行和大流行疾病
疫情、人道主义危机和自然灾害期间，有效的风险沟通使面临最大危险者了解并采取防
护行为。它也使主管部门和专家能够倾听并处理人民的关切和需求，进而提供有意义、
受信任和可接受的建议。
世卫组织有与突发事件和风险沟通有关的手册、培训模块和其它形式的指导文件。这些
材料均以专家意见或主要环境灾害或疾病疫情（例如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疫情和2009
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经验教训为基础，而不是以对证据的系统分析为基础。
最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例如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2014-2015年）、2015-2016
年寨卡病毒综合征的出现以及2016年非洲多国的黄热病疫情，突出表明在疾病流行和其它
突发卫生事件期间风险沟通领域存在重大挑战和不足。其中一类挑战来自通信技术的快速
变化，包括手机近乎普及、对“传统”媒体（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已经产生影响的数字
媒体的广泛使用和影响日益增加以及人们获取和信任健康信息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于
影响人们的风险认知和减轻风险行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也就是事件大背景—
的考虑则存在重大不足。
本指南中的建议就在突发事件中如何开展风险沟通提供总体上的循证指导。各项建议还
指导各国建设在突发卫生事件中沟通风险的能力。
本指南并不提供具体的分步骤说明。不过，这些内容将适时出现在将来为阐释本指南建
议而编写的详细手册、标准操作程序、口袋指南、核对表、培训模块和其它工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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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为什么拟定本指南（目标和范围）
本指南旨在向世卫组织会员国及参与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的伙伴和利益攸关方提供
针对卫生系统的最新循证指导，内容涉及：
••
••
••

建立信任及联系社区和受影响人群参与的方法；
将风险沟通纳入现有国家和地方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架构的方法，包括《国际卫生条例
（2005）》要求的所有世卫组织会员国建设风险沟通能力(1)；以及
根据对最近突发事件中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的证据进行系统性评估，开展突发事件
风险沟通实践，包括制定战略、拟定计划、协调、发出信息、引导各种沟通和联系的
方法和思路以及监督和评价。

谁应该使用本指南？
本指南供负责管理突发事件特别是突发事件相关公共卫生工作的决策者及在突发卫生事
件之前、期间和之后负责风险沟通的工作人员使用。
预期会使用本指南的其他人群包括：一线救援人员；地方、国家和国际发展伙伴；民间
社会；私营部门；以及参与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的所有公共和私营组织。
本指南是怎么制订出来的（方法）
拟定指南的工作始于2014年10月。当时成立了内部指导小组（ISG），并委托开展快速
文献综述(2)，以便总体了解现有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指导文件及潜在的行动或改善领域。通过
这次快速审查发现一些领域缺乏指导文件，包括移动技术、评价研究、对防范障碍的评估、
极低收入国家（LICs）发生灾害期间的突发事件风险沟通、防范阶段的能力建设以及应用
证据和过去的经验实现更好的突发事件风险沟通。
2015年初成立了由风险沟通、灾害防范和应对以及突发卫生事件专家组成的指南编写小
组（GDG）。2015年6月22-23日，指南编写小组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
如何利用快速文献综述结果确定指南范围、明确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风险沟通实践领域和框定
指导系统检索证据的问题。小组框定了12个问题，用于指导证据审查。2016年委托开展了证
据审查，该工作于2017年1月底完成，随后提交指南编写小组。
2017年2月，指南编写小组开会形成建议。小组采用从证据到决定表格，对来自证据
审查的有关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措施没用以及相关价值观、偏好、资源使用和公平情况的
证据进行了分析。小组进行了匿名电子投票（全部细节见正文），以确定小组的初步立场。
在小组绝大多数专家同意的情况下形成并最终商定了各项建议，不同意见体现在备注中或
是对文本的修改中。由突发事件风险沟通从业者、应急救援人员、学者和决策者组成的外
部小组审阅了会议建议。他们提出的评论意见以及调整和增补内容的建议由指标编写小组
审阅，并用于最终确定各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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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沟通风险: 世卫组织针对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政策和规范的使用指南

建议
建议类型
指南中的建议是证据显示为最佳选择的干预措施或做法。在一些情况下，对某个领域的
研究不够，那么指南编写小组就会提出“研究建议”。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存在基于可接受
原则的明显最佳做法，指南编写小组就会明示“最佳做法声明”。
确定建议强度——“强推荐”或“附条件推荐”——时，需考虑证据质量以及所推荐做法
的危害、好处、可行性、价值、偏好、资源使用和公平。强推荐的做法应在所有环境下实施，
而附条件建议则可在具体环境和/或形势下实施。
评估证据质量很难，因为根据提供证据的研究类型需使用不同证据评估工具（附件2有
关方法的章节详细解释所用工具）。但是，从不同类型研究中收集了明确“信号”，并采
用相应证据质量评估工具确定这些“信号”的置信程度。指南编写小组采用这种方法就证
据质量和建议强度达成一致。虽然许多建议的基础性证据被认为质量仅为中等或低，但编
写小组还是决定提出强推荐，因为有关相关经历的报告（灰色文献）和实际案例显示推荐
的行动会产生明显好处、可行且能够满足公平方面的考虑。
在逐个根据问题拟定建议的过程中，小组越来越认识到问题和实践领域可以自然且合乎
逻辑地分成不同的组，而相应的建议也就分为如下三类：

A

B

C

建立信任和联系受影响人群

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纳入
卫生和应急系统

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实践

xi

执行摘要

A: 建立信任和联系受影响人群

A1：信任
建议

要建立信任，风险沟通干预措施应与服务的正常和无障碍运行相联系、透明、及时、易于
理解、承认不确定性、处理受影响人群、与自我效能相联系并采用多种平台、方法和渠道
传播。
强推荐
中等质量证据

A2：沟通不确定性
建议

当局与公众沟通时，应包括与风险、事件和干预措施相关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并指明特定
时间哪些情况已知和哪些情况未知。
强推荐
中等证据质量

A3：社区参与
建议

找出社区信任的人，与他们建立关系。让他们参与决策，以确保采取的干预措施是合作性且
适合相关情境的，沟通应由社区主导。
强推荐
中等质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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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纳入卫生和应急系统
要进行促进保护健康的风险沟通，就要在卫生系统以及突发事件防范
和应对系统内部开展工作。为此，指南编写小组在选择一些重点问题时集
中关注“系统”。本指导文件围绕卫生系统各“支柱”—治理、信息系统、能力
建设和财政—提出问题和提供证据，并引出有关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纳入
卫生系统的建议。

B1：治理和领导
建议

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应在全球和国家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领导团队中发挥明确的战略作用。
强推荐
中等质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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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信息系统和协调
建议

B2.1 发展和建设跨越地理、学科乃至国家边界的机构和组织网络。
强推荐
中等质量证据

B2.2 根据用户需求调整信息和沟通系统，让本地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确保信息跨部门流
动。
强推荐
证据质量中等
实施考虑：突发事件风险沟通从业者需要立法和政策支持。在一些环境下，发布信息可能
遭到禁止，信息流动也可能由于授权原因非常有限。

B3：能力建设
建议

应定期组织对突发事件风险沟通人员的培训，其中重点关注跨机构协调。
强推荐
证据质量中等
实施考虑：在制定培训计划时，内容应包括有关媒体的培训，并可酌情在培训演练中包括
媒体代表。

B4：财政
建议

突发事件风险沟通需要持续获得明确预算，且该预算应该是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核心预算
的一部分。
强推荐
证据质量极低*

* 我们进行了广泛证据检索，发现有关风险沟通持续获得明确预算的重要性的政策、
机制和考量因素讨论极少。指南编写小组认为，灰色文献证据显示，在最近的危机中，
缺乏资金妨碍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这提示有必要推荐制定这样的政策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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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实践
C1：战略沟通计划

最佳实践声明

战略计划主要涉及评估需求、制定目标、以协调方式实施有针对性
的干预措施以及对干预活动进行监测和评估，以便在公共卫生事件或紧
急情况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提升公众意识并影响行为。证据审查显
示，没有哪个单项策略可以确保在此类形势下成功沟通。指南编写小组
商定，在就新做法提出建议之前，制定计划是一个总体上的最佳实践。

必须尽量提前制定突发事件风险沟通计划，而且计划制定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且同时关
注防范和应对。制定计划时应对利益攸关方需求保持敏感、以参与方式进行、符合语境且采
纳来自受影响群体的反馈意见。

制定计划的最佳做法：
••
计划制定过程发挥作用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各相关群体的协作；卫生和应急机构、
应急系统和其它公共卫生服务机构需要相互协作并建立沟通网络，为发生事件做
准备；
为沟通制定计划必须考虑不同公众群体的社群结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且，应围绕
••
这些社会结构设计灾害教育和防范；
••
制定计划时必须明确并使用多种渠道和手段沟通灾害和突发事件信息；
为实现最佳结果，应尽可能让潜在的面临风险社区和人群参与到计划制定阶段的工作中来；
••
••
制定计划应包括建立监测和评估信息有效性并根据需要调整信息的机制。

C2：监测和评估

在系统评价中未发现有证据显示哪些监测和评估工具/方法能够最有
效地细化和调整干预措施。为此，指南编写小组推荐将这个领域作为风
险沟通研究的重点领域。

研究推荐

需要开展研究，以明确快速评估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干预措施并在当前和未来应对工作中参考
评估结果及利益攸关方和社区反馈改进工作的最佳机制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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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社交媒体：建议
建议

C3.1 可利用社交媒体联系公众，促进对等沟通，建立情境感知，在突发事件中监控并回应
谣言、公众反应和关切，并促进本地响应。
附条件推荐
证据质量中等

C3.2 应综合采用社交媒体、传统媒体及其它沟通形式，以实现经过核实的准确信息的趋同。
强推荐
证据质量中等
实施考虑（适用于以上两条建议的实施）：政府机构和实施伙伴需要培训和雇用专职社交
媒体运营人员并向其支付报酬，目的是与利益攸关方建立关系并且在突发事件之前、期间
和之后前后一贯地利用社交媒体建立信任和信誉。

C4：发出信息：建议
建议

C4.1 不应该用技术术语解释风险，因为这无助于促进减轻风险的行为。
强推荐
证据质量中等

C4.2 应由不同信息源发出一致信息，并在事件发生初期就发出。
强推荐
证据质量中等

C4.3 信息应促进人们可以切实采取的具体行动，以保护健康。
强推荐
证据质量中等
所有有关发出信息的推荐做法的实施考虑：
•• 可以在目标受众中进行预先测试，使信息产生于适当文化背景并可根据文化背景调整；
••
需要根据突发事件的发展定期审查和调整发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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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和背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人们需要了解自己面临哪些健康风险以及可
以采取哪些行动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通过人们可以理解、信任和使用
的语言和渠道及早提供准确信息，使他们可以做出选择并采取行动在威胁
生命和安康的健康危害面前保护自己、家人和社区。

本指南中的建议
提供有效突发
事件风险沟通
构成要素的框架

风险沟通是任何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专家、社区领袖、官员和面
临风险的人们之间的信息、建议和观点的实时交流。在流行和大流行疾病疫情、人道主义危
机和自然灾害期间，有效的风险沟通使面临危险者了解并采取防护行为。它也使主管部门和
专家倾听并处理人民的关切和需求，进而提供有意义、受信任和可接受的建议。
《国际卫生条例（2005）》(1)强调，风险沟通是一项重要卫生干预措施。《条例》要
求所有世卫组织会员国发展风险沟通能力，认为这属于核心能力。根据《条例》，会员国
必须评估其风险沟通能力，并采用世卫组织联合外部评价（JEE）工具(3)定期评估其能力。
虽然风险沟通是所有公共卫生领域采用的干预措施，本指导文件专门为在卫生突发事件
中沟通风险提供最新的循证建议。为本指导文件目的，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系突发事件发生之
前（作为防范活动一部分）、期间和之后（支持恢复）采取的、使每个面临风险者都能做出
知情决定保护自己、家人和社群的生存、健康和福祉不受威胁的一项干预措施。
虽然存在许多有关沟通的通用指南和有关风险沟通的指南，本文件是第一份以对最近主
要疫情和突发事件（例如2014-2015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和2015-2016年的全球寨卡病毒
疫情）中哪些措施有用哪些措施没用的证据的系统分析为基础的文件。对定量和定性证据进
行了系统评价，采用一系列经过验证的工具分析了证据质量。为确保不遗漏有关最近经验的
证据，还对大部分最近的灰色文献进行了快速审查。
本指南中的建议提供有效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构成要素的框架。本文件不拟为风险沟通
实践提供分步骤指导。此类指导将会是今后衍生产品的内容，例如实施指南、核对表、实
地手册和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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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拟定本指南？
世卫组织有手册、培训模块和其它形式的突发事件沟通和风险沟通指导，
那些材料均以专家意见或是重大环境灾害（例如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
合征疫情和2009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的经验教训为基础，而不是以对证
据的系统分析为基础。

最近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凸显了
流行病和其它
突发卫生事件中
沟通风险面临的
主要挑战和不足

最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例如2014-2015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2015-2016年寨卡
病毒综合征以及2016年非洲多国的黄热病疫情）凸显了流行病和其它突发卫生事件中沟通
风险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不足。主要挑战包括传统媒体（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作用发生
变化，通信技术快速演变（包括手机近乎普及和普遍使用），以及数字媒体的影响日益强
大。重要的不足之处则包括对背景的考量，即影响人们的风险认知和风险减轻行为的社会、
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有必要就加强突发事件风险沟通能力和为处理任何突发卫生事件
维持该能力的最佳方法提供指导。
2015年1月，世卫组织执委会召开特别会议，就如何更好地管理当时正在发生的西非埃
博拉病毒病疫情提出行动建议。会议通过决议，承认各国迫切需要建设能够全面实施《国
际卫生条例（2005）》(1)的强大且有恢复力的综合卫生系统。决议明确“要求总干事继续制
定和实施全组织范围沟通战略以加强日常沟通、关于预防措施的信息传递、风险通报以及应
急沟通，确保新政策能够促使沟通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与媒体、时机和频率相符，从而抵及
目标受众，达到预期目的”(4)。
《国际卫生条例（2005）》签署方要求世卫组织支持其建设并维持风险沟通能力。这方
面能力包括：联系风险沟通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在实际突发事件或模拟演练中已经实施并
经过检验的最新风险沟通计划；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审批和发布的政策、标准操
作程序和指南；采用媒体和公众可以访问且定期更新的信息源传播信息；根据人群需求准
备的可以访问且相关的信息、教育和沟通材料；进行评估，以便供制定风险沟通计划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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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南的目标和范围
本指南旨在为世卫组织会员国以及参与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的伙伴和利益攸关方
提供最新循证指导，内容涉及：
••
建立信任及联系社区和受影响人群的方法；
将风险沟通纳入现有国家和地方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架构的方法，包括建设风险沟通
••
能力；以及
根据对最近突发事件中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的证据进行系统性评估，开展突发事件
••
风险沟通实践，包括制定计划、发出信息、沟通和接触的渠道和方法以及监督和评价。

4.
谁应使用本指南？
本指南供负责管理突发事件特别是突发事件相关公共卫生工作的决
策者及在突发卫生事件之前、期间和之后负责风险沟通的工作人员使用。
预期会使用本指南的其他人群包括：一线救援人员；地方、国家和国际发展伙伴；民间
社会；私营部门；以及参与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的所有公共和私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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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有相关指南
过去二十年间，世卫组织及其伙伴已经开发出若干种不同形式的风险沟通指导文件
（表1）。

表1.
世卫组织风险沟通指导文件
旨在影响行为的沟通（COMBI）：疫情应对工作中行为和社会沟通工具包(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有效媒体沟通—世卫组织手册(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有效媒体沟通—提供务实建议的世卫组织实地指南(7)
2004年9月21-23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世卫组织疫情沟通问题专家磋商会报告：疫情沟通：疫
情期间与公众沟通的最佳做法(8)
根据上述疫情沟通问题专家磋商会结论拟定的世卫组织疫情沟通指导方针(9)
世界卫生组织疫情沟通规划指南（2008年）(10)，以2008年墨西哥城磋商产生的疫情沟通指
导文件为基础的手册

6.
指南是怎么制定出来的
（方法）
确定指南范围
本指南制定工作始于2014年10月，当时成立了内部指导小组并委托开展快速文献综 述
(2)（报告全文可由此链接获取），以便了解现有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指导文件及潜在行动或
改进领域的总体情况。通过快速审查，我们发现以下领域还没有指导文件：移动技术；评
价研究；对防范工作面临障碍的评估；极低收入国家（LICs）发生灾害期间的突发事件风
险沟通；防范阶段的能力建设；证据的适用和有助于改善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的历史经验。
2015年初，成立了由风险沟通、灾害防范和应对以及突发卫生事件等领域专家组成的指
南编写小组（小组所有成员姓名、专长和单位见附件1）。2015年6月22-23日，指南编写小组
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利用快速文献综述结论明确指南范围，发现需
要进一步调查的风险沟通实践领域以及提出指导系统检索证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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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以下12个问题，作为指导证据审查的框架（表2）。
表2.
指导证据审查的问题
问题1：领导和治理。哪些方法最有利于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纳入国家领导人对有公共卫生
影响的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规划和执行工作中？
问题2：信息系统。有哪些最佳机制，可以建立有效的跨辖区信息共享，以促进突发事件风
险沟通和内部协调？
问题3：人力资源。哪些方式最有利于发展和保持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工作人员的防范和应对
能力？
问题4：供资。如何确保为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提供充足、可持续的资金？
问题5：信任。哪些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活动最有利于使受影响社区和其它利益攸关方相信卫
生主管部门是可靠的健康保护信息来源且最容易推广？
问题6：协调。哪些方式最有利于确保各级各类响应机构的风险沟通活动之间的协调？
问题7：战略沟通规划。有效的战略沟通规划由哪些要素和步骤组成？
问题8：监测和评估。收集、分析和解读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数据和反馈并将结果纳入突发事
件风险沟通计划制定、战略发展、执行和评估工作的最佳方式和最适合工具有哪些？
问题9：社区参与。在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活动中联系社区参与应对事件/背景的最佳方式有
哪些？
问题10：社交媒体。在有公共卫生影响的事件和突发事件期间，哪些社交媒体渠道和做法
最能促进保护健康并消除谣言和错误信息？
问题11：沟通不确定性。向公众、面临风险社区和利益攸关方沟通不确定性的最佳方式有哪
些？
问题12：发出信息。信息的哪些要素和时机最有利于影响公众/社区的关切水平，从而激励
其采取相关行动保护健康？

检索和分析数据
支持指南编写小组工作的方法学家Jane Noyes与指南秘书处和指南编写小组主席一道，将
检索问题根据背景、角度、感兴趣的现象、比较和影响评估（SPICE）模型进一步细化。选
择SPICE模型而不是更常用的人口干预措施、比较和成果（PICO）模型，是因为SPICE模型
被认为更适用于定性和混合方法证据检索，而且预计将以这种类型的证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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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SPICE问题为系统评价规定了检索条件。审查于2016年委托，2017年1月底完成（完
整的SPICE问题条件见附件3）。所有系统评价报告均可由此链接获取。检索方法和质量评估
证据的全部细节见附件2。针对以下四类采用不同方法的研究进行了证据合成：
1.
2.
3.
4.

有对照组的定量研究
采用描述性调查方法的定量研究
定性方法
混合方法和案例研究

证据审查人员合成了每一种方法组别下各项研究的结论，并采用以下工具对这些研究结
论的置信程度/确定性打分（分别是“极低”、“低”、“中等”或“高”）。
••
••
••
••

有（随机、非随机）对照组的定量研究– 推荐分级的评估、制定和评价（GRADE）方法
定量——描述性调查——采用了GRADE原则
定性——GRADE定性研究证据的质量评价与分级方法（CERQual）
混合方法和案例研究– 应用了GRADE原则及GRADE-CERQual方法
以下图1总结了各系统评价小组进行证据合成时采用的方法。

多份单个研究的合成结果
同一种方法

研究单个的结果
按方法分

单个研究的
质量评价

提取数据/单个研
究的结果

（分组内的）
合成结果

合成结果确定
性/置信程度
评估

方法：定量——对照组
• 英语的单个研究
• 其它联合国语言的单个研究
• 灰色文献中的单个研究

定量——对照组结果：
• 英语研究合成结果
• 其它联合国语言研究合成结果
• 灰色文献合成结果

方法：定量——描述性研究
• 英语的单个研究
• 其它联合国语言的单个研究
• 灰色文献中的单个研究

定量——描述性研究组结果：
• 英语研究合成结果
• 其它联合国语言研究合成结果
• 灰色文献合成结果

方法：定性
• 英语的单个研究
• 其它联合国语言的单个研究
• 灰色文献中的单个研究

定性研究组结果：
• 英语研究合成结果
• 其它联合国语言研究合成结果
• 灰色文献合成结果

方法：混合/案例研究
• 英语的单个研究
• 其它联合国语言的单个研究
• 灰色文献中的单个研究

混合方法/案例研究组结果：
• 英语研究合成结果
• 其它联合国语言研究合成结果
• 灰色文献合成结果

单个媒体报道结果

合成结果
各种方法综合

对确定性/置
信程序评估的
说明

跨方法组别的
最终合成结果
（含各组别分析）

不同媒体报道合成结果

图1. 证据审查人员进行证据合成所用方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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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开展系统评价的过程中，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寨卡病毒综合征和其它主要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产生了大量有关风险传播的灰色文献。为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了一次对灰色文
献证据的快速检索，检索了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与表2中12个问题有关的报告。

6.1
支持推荐的证据
总结证据结论的声
明被拟定之后，
指南编写小组再
确定是否将这些
声明转化为建议

收到所有系统评价文件后，秘书处和方法学家准备了证据概况文件，并为此调整了“从证
据到决策”DECIDE框架。DECIDE 是一个从证据到决策框架工具，可以促进明确而系统地考虑
有关干预措施六方面情况（即影响、价值、资源、公平、可接受性和可行性）的证据 (11)。
鉴于证据检索采用了SPICE问题，以搜集有关哪些措施有用哪些没用的证据，而没有采
用通常的更关注效果证据的PICO模型，也相应调整了 DECIDE 表格。不过，在经过调整的表
格中，其它的域（价值、资源、公平、可接受性和可行性）均保持不变。
对于每个问题，指南编写小组都得到一份系统评价结论摘要，包括一份证据质量评估、一
份灰色文献结论摘要，以及与价值、可接受性、可行性、公平和资源使用有关的系统评价
和灰色文献综述结论。在指南编写会上，系统评价团队介绍了自己的结论，之后介绍了每
个问题的灰色文献结论。然后，指南编写小组按照 DECIDE 表格指引讨论了证据的效益、危
害、可行性、资源使用、价值、偏好和公平考虑。然后拟定了总结证据结论的声明，指南
编写小组则确定是否将这些声明转化为建议。如果指南编写小组认为某个领域需要提出建
议，它就会进一步细化措辞并根据效益、危害、价值、偏好、可行性、资源和公平等因素
平衡考虑并确定推荐的强度。
最终，所有决定均经协商一致做出。但是，考虑到会议时间有限，也为了尽快确定小组
立场，提供了匿名即时电子投票系统。向每个指南编写小组成员提供了单独键盘，并请他们
为不同选择投票，通常只需选择“是”或“否”。系统只允许每人为每个问题投一次票。所有人的
投票都记录下来后，小组决定就会出现的在屏幕上。这样，如果存在明确的一致意见，小组
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如果出现显著分歧，小组可以就相关问题开放讨论。有几次，持不
同观点的人得以中肯阐述自己的关切，进而改变了小组其他成员的观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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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议类型
指南中的建议即证据显示为最佳选择的干预措施或做法。并非所有指
南编写小组的声明均以标准建议的形式出现。在一些情况下，对某个领域
的研究不够，那么指南编写小组就会提出“研究建议”。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存在基于可接受原则的明显最佳做法，证据却比较少或不直接，指南编写
小组就会以“最佳做法声明”的名义提出推荐。

如上文所述，确定建议强度——“强推荐”或“附条件推荐”——时，需考虑证据质量
以及推荐做法的危害、好处、可行性、价值、偏好、资源使用和公平。强推荐的做法应在所
有环境下实施，而附条件建议则可在具体环境和/或形势下实施。
对于怎样做最有利于确保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工作获得充足、可持续供资的问题，进行
了广泛证据检索，但发现对政策或机制的讨论极少。不过，指南编写小组决定，灰色文献
显示，缺乏资金阻碍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工作；因此有必要提出强推荐（见下文建议 B.4:
进一步讨论供资问题）。
根据提供证据的研究类型采用了不同的证据评估工具（有关所用评估证据的工具的详
细解释见附件2有关方法的部分）。因此，对证据质量作出判断很难。不过，采用上述方
法部分描述的各种证据质量工具评估了研究结论，然后通过合成这些结论提供了来自证据
评估的清晰“信号”。之后，指南编写小组利用这些信号就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做出决定。
在本文件所包含诸多建议中，许多意见的支持性证据被评定为质量中等或质量低，但小组
还是决定提出强推荐。这是因为，报告的经验（灰色文献）和案例显示，建议的行动有很
多好处、非常可行而且包含积极的公平考量。在第7节每条建议下都摘要描述了拟定该意见
时所用证据和其它考虑因素。
指南编写小组按照问题逐个提出建议，之后发现这些建议所涉及各个问题和实践领域之
间存在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分组。因此，建议可分为以下三类：

A

B

C

建立信任和联系受影响人群

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纳入
卫生和应急系统

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实践

9

指南是怎么制定出来的（方法）

7.
建议

A

A.
建立信任和联系受
影响人群
无论风险沟通措施规划或实施得有多好，如
果人们不信任信息来源，这些措施也就无法帮助
人们在面对威胁时做出保护自己生命和健康以及
家人和社区的知情决定。因此，建立并维护信
任可以说是有效的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的第一步和
最重要一步。证据检索确认，建立信任与社区参
与和公开承认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因
此，与建立信任、社区参与和沟通不确定性三个
问题有关证据的基础上提出的建议均归入本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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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议

A1
信任

建议

要建立信任，风险沟通干预措施应与服务的正常和无障碍运行相联系、透明、及时、易于
理解、承认不确定性、处理受影响人群、与自我效能相联系并采用多种平台、方法和渠道
传播。

强推荐
中等质量证据
理由：指南编写小组注意到，系统评价和灰色文献的结论均强调，在突发事件期间当局在进行沟通时清楚、
及时、有效、透明地传播已知信息和干预措施及过去的积极经验很有好处，有助于建立信任。如果由于没有
服务、服务对人民需求反应不灵敏或是获得服务不便利而造成当局推动的行动无法执行，那么就会危害信任。
备注:“当局”指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负责人。

证据和考虑摘要

系统评价结果 (12)
系统评价发现，大部分研究分析了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的事件。涉及的事件大多是传染病；其它相对常见事件还包括洪水、地震、火山爆发、生物
恐怖主义、食源性疾病和放射性突发事件。研究涵盖事件发展的全部四个阶段，但研究都更
强调准备阶段，其次是事件开始和控制阶段，有关恢复阶段的内容要少得多。

系统评价发现，包括组织信息和行动在内的若干因素可以带来更高程度的信任，特别是：
••
在信息中承认不确定性，包括预测和警告；
••
透明且不隐藏负面信息，例如死亡率；
••
快速传播信息和进行干预；
••
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建立科学沟通；
••
寻求公众意见并鼓励对话；
••
确保不同卫生主管部门及媒体之间相互协调，提供统一信息；
••
避免信息快速变化，防止不同机构发出相互矛盾的信息；
••
通过多个平台传播信息。
系统评价人员强调，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些行动都发生在更大背景下，涉及信任的不
同组成部分、与当局打交道的历史和公众/个人的人生境遇。所有这些都可能加强或削弱信
息-信任关系。
结论还来自七份已有文献综述。评估认为，这七份审查提供的证据质量高或质量中等。
这些审查与当前系统评价同样显示信任受到如下因素影响：组织声誉；利益攸关方关系质
量；理解和管理媒体关系；提供风险信息的策略；信息是否准确、及时、全面；对可获得
信息透明；公平对待不同人群；通过参与式对话、参加事前的规划和演练以及参与沟通计
划的设计和检验等方式建立信任和信用。对公务人员和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越信任，就越有可能采取他们推荐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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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文献综述结果
灰色文献报告显示，社区参与和建立信任可以相互促进。虽然本地人的参与对于成功联
系社区必不可少，但并不是所有“本地人”都能产生同样的建立信任的效果。在西非埃博拉病
毒病疫情期间，人们并不信任一些领导人或是为参与疫情相关工作获得报酬的人 (13)。因此
采用了志愿者，以解决后一类问题。
报告发现，对卫生系统的信任是以人们的认知而不是客观衡量指标为基础的。如果人
们认为某个系统不大可能帮助他们，他们就不会用。联系社区成员，请其参与讨论服务交付
的会议 (14,15)，有助于克服这个问题。如果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态度不尊重，也会削弱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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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沟通不确定性
建议

当局向公众的沟通应包括与风险、事件和干预措施相关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并指明特定时
间哪些情况已知和哪些情况未知。
强推荐
中等质量证据
理由：对于未能清楚解释在突发事件中哪些情况已知和哪些情况未知的危害，指南编写小组斟酌了相
关证据（证据审查人员认为属于中等到高质量数据）。证据审查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与有关建立信任
的建议重叠，因此，建议仅限于在尚未清楚或明确地了解到所有信息时进行有效沟通的最佳方式。

证据和考虑摘要

系统评价结果 (16)
专家和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当局对公众的沟通应包括与事件不确定性有关的明确信息。
不过，重要的是，提供的信息应前后一致，不能相互矛盾，其表述应清楚且易于理解。
数据和知识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专家小组内部，小组之间以及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互动，
进而以复杂方式影响决策过程。当局不提供信息，或是提供相互矛盾和不一致的信息，会
导致医务工作者和决策者心中产生不确定性，也会导致与沟通公众有关的决策不确定性。当
局在确定与一般公众、面临风险人群/弱势人群以及利益攸关方沟通不确定性的最佳方式时，
应仔细考虑不确定性的这些和其它特点。
在当局提供有关不确定性的信息时，通常都是谈论预期结果，但也需记住有可能出现一
些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公众对描述事件可能性的信息的理解极易出错。专家也是如此。
大众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倾向于强调快速变化、相互矛盾或冲突的信息，特别是与官方说
法不一样的信息。这增加公众的不确定性，并可能进而导致若干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例如对
当局缺乏信任和对当局推荐的行动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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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文献综述结果
灰色文献研究发现，沟通信息的方式和信息内容本身一样重要。埃博拉病毒病在美国的
传播激起人们的恐慌，而当局一开始未能沟通全部事实这一点也加重了恐慌。例如，最初没
有提到存在违反感染预防和控制规程的情况。科学家也未能讲清楚不同部门的真实风险水平，
导致公众过高估计了自己面临的风险 (17)。

建议

A3
联系社区参与

证据和考虑摘要

系统评价结果 (18)
找出社区信任的人，与他们建立关系。让他们参与决策，以确保采取的干预措施是合作性
的、适合相关情境，并且由社区主导沟通进程。
强推荐
中等质量证据
理由：指南编写小组发现，对比不同社区参与策略有效性的证据很有限。不过，确实存在一些
被评定为中等质量的证据，这些证据显示让社区成员参与计划制定活动有助于改进对事件的
防范和应对。大量有关不同方法经历的描述性灰色文献显示，找出社区信任的人并让他们
参与决策这种做法有好处。拟定干预措施时不了解相关背景和文化则会损害这一措施。
备注：“社区”涵盖各种各样的群体。
实施考虑：提供反馈意见是良好社区参与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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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调查直接研究哪些策略或战术能够最有效地联系社区参与。通过研究社区参与
防范活动，发现让社区成员参与制定计划和参加事件发生前的各种活动有助于增加防范和
应对活动。研究的具体活动包括：
••
••
••
••
••

计划设计和拟定
信息传播
角色、职责和任务培训
开展防范行动
建立联系/纽带

有关角色和职责的培训包括社区考量、本地背景和过去经历等内容会很有好处，不仅能
促进合作和协作，还能处理与认知和经历有关的风险悖论问题。
建立联系和纽带不仅有助于建立对领导人的信任和信心，也有助于创建社会联结和网络。
有明确证据显示，事件发生前组织活动比在事件发展过程中试着组织活动更能联系社区。

灰色文献综述结果
大部分灰色文献研究和报告发现，联系社区应在应急工作中发挥中心作用。地方上采
取的行动对于控制2014-2015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至关重要，因为在开展全面应对之前
就发展到了转折点 (19)。本次审查发现存在一些有关改善社区参与的各种方法的报告，但
并没有关于其有效性的正式评估。最常见方法见表3。

表3.
改进社区参与的方法
促进参与方法

审查的文件数量

联系地方领袖和人民

31

根据人群、性别、情形和语言设计干预措施

26

让当地人发挥动员作用

16

社区提出自己的干预措施

15

联系地方群体

15

倾听和双向沟通

15

使用当地媒体

12

持续监测和评价（反馈）

11

采用人类学评估

10

及早开始沟通

8

采用直观教具、角色扮演和讲故事方式

6

社区进行自己的疫情分析

3

在当地做出决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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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B
7.
建议

B.
将突发事件风险
沟通纳入卫生和
应急系统
要促进保护健康，风险沟通工作需要在卫生系
统内部发挥作用。为此，指南编写小组围绕卫生系
统选择了一些重点问题。涉及治理、信息系统、能
力建设和供资等卫生系统“支柱”的问题为有关将突
发事件风险沟通纳入卫生系统的建议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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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建议

B1
治理和领导
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应在全球和国家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领导团队中发挥明确的战略作用，负
责沟通人员的作用和职责也应明确界定。
强推荐
中等质量证据
理由：指南编写小组发现，有证据显示，明确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可以发挥战略作用是
有好处的，因为这有助于将风险沟通纳入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成为其主要功能支
柱。这条建议涉及资源方面的考虑，因为明确这一作用也就意味着要培训风险沟通专业人员
并向其支付报酬。但是，指南编写小组认为，这样做的好处远远超出其资源支出。
备注：适用于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防范和应对工作领导团队。

证据和考虑摘要

系统评价结果 (20)
发现六篇文章举例说明哪些机制可能有助于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职能纳入领导架构。
类机制可分为如下三类主题/做法：
••
••
••

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职能纳入国家领导架构；
在组织结构上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人员的位置靠近国家应急工作领导者；
制定支持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框架。

来自中文系统评价的证据
系统评价人员审查了中文文献和报告，其中谈及有必要增加培训，确定专业岗位职责
（例如舆情监控人员和发言人）和促进及时发布与疾病疫情和预防有关的信息。
灰色文献综述结果
灰色文献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报告不多。联合国大会指出，遵守《国际卫生条例（2005）》
包括建立防范和应对机制。社区参与和文化上适当的沟通是此类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 (21)。
这也就意味着，要将风险沟通纳入国家卫生计划。此外，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埃博拉
应对工作改进计划》也指出将风险沟通确定为优先事项的重要性，并决定制定涵盖整个部
门的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策略，包括培训职工承担发言人职责和制定计划确保有足够数量的
风险沟通人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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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B2
信息系统和协调

建议

B2.1 发展和建设跨越地理、学科乃至国家边界的相关利益攸关方和组织网络。
强推荐
中等质量证据
理由：指南编写小组认为，存在中等质量证据显示，建立涉及所有重要利益攸关方（而不考虑其地理位置、学
科或其它分界）的工作队和委员会有助于改善协调和信息流动。这条建议会产生（时间、人力和财政方面的）
资源影响。但是，指南编写小组认为，改善协调和信息流动的好处远远超出不这样做的危害及相关资源考虑。

B2.2 根据用户需求调整信息和沟通系统，让本地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确保信息跨部门流
动。
强推荐
中等质量证据
理由：指南编写小组审阅了有关本地利益攸关方参与信息流动带来的好处的证据。一个可能的关切涉及跨
部门信息发布，特别是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禁止此类信息流动的情况下。这一点也体现在下文的实施考虑中。
实施考虑：突发事件风险沟通人员需要立法和政策支持。在某些环境下，发
布信息或许被禁止，信息流动也可能受到人员级别限制。
备注：“用户”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民间社会、本地社区、应急团队、救济机构等。

证据和考虑摘要

系统评价结果 (20)
文献提出三种加强信息共享和协调的机制
1.

按照相关文献，建立由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工作队和委员会可以改善或促进国家和省市当局
以及各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文献提出有助于此类网络、工作队和委员会有效运作的几个因
素，包括应急人员在发生事件之前就建立良好关系；跨部门团队而不是单个部门内的上下级
团队发挥作用，促进改善应急工作表现和决策；重视各决策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发布。还
包括：确定信息管理员，专门负责协调机构之间的信息，以减少信息需求和更好地提供关键
信息；设置公共信息官，改善信息传播。

2.

可利用现有平台和信息系统加强突发事件风险沟通。Gresham等 (23)介绍了中东传染病监测
联合会（MECIDS）。这个区域疾病监测网络由来自以色列、巴勒斯坦当局和约旦的公共卫
生专家和卫生部官员组成。作者对这个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可以将区域疾病监测网络用
作信息共享机制。中东传染病监测联合会将中东各国公共卫生官员团结起来，定期开展跨
境信息交流，定期举行执委会会议，开展实验室和风险沟通培训并采用创新沟通技术，促
进了该地区的卫生和稳定。这个伙伴关系最初的关注点是食源性和水源性疾病，后来发展
起一个实验室网络，为标本采集和腹泻病诊断制定了规程，发展了数据共享和通报能力，促
进了疾病威胁信息的分析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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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地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对于有效的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策略十分重要。文献提出如下联系本
地利益攸关方参与沟通的机制：
••
••
••

利用小城市现有社交网络开展减少灾害风险的活动 (24)；
集中可用资源，促进与多种文化背景社区的沟通 (25)；
指定和明确地理管辖范围和社区联系最广的机构（例如台湾地区是警方）领导突发事
件风险沟通的信息共享工作 (26)。

以下工作也很重要：弥补资源缺乏地区的技术差距；将非政府组织纳入突发事件管理信
息系统；发展监测和使用相关社交媒体渠道的能力。
灰色文献综述结果
对于哪些方式最有利于确保协调和信息共享，灰色文献提供的证据不多。总共发现33份
文件可能与协调有关：其中18份的来源可信度为中等，15份可信度高。但是，大部分报告谈
的是一般性合作和协调，而不是专门针对风险沟通。它们描述了合作性活动，但没有探讨或
测量这些活动的有效性。其中一篇文章谈到风险评估人员和风险沟通人员之间缺乏相互理解，
乃至双方似乎在用着不同的语言。该文提出，进行模拟演练和向风险沟通人员提供有关风险
评估原则的培训或许有助于克服这种困难 (27)。两份文件讨论了在事件发生之前和期间与媒
体进行协调、满足其需求并让媒体能联系上的重要性。这种类型的沟通特别重要，因为许多
人需要依赖媒体获得健康信息 (28.29)。三篇文章重点谈及开展本地协作的努力。在利比里亚
蒙特色拉多州，国际救援委员会（IRC）领导着由四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合体。这比各自
单打独斗更为有效，因为各个组织可以集中精力开展自己擅长的工作，并且能够更有效地
做政府工作。与获得世卫组织技术意见一样，成员机构之间分享信息有助于建立信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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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B3
能力建设
建议

应定期组织对突发事件风险沟通人员的培训，让他们做好准备，其中重点关注各利益攸关方
之间的协调。
强推荐
中等质量证据
理由：指南编写小组发现，有中等质量证据表明，重点关注机构间协调的培训使突发事件风险沟
通能力得到提高。虽然这涉及到改变培训重点，但不会产生重大的可行性和资源影响或危害。证
据审查还发现，培训中包括媒体相关内容或让媒体专业人员参加也有好处。但是，指南编写小组研
究了有关潜在危害的证据，例如对可行性和资源使用的关切，最后决定把这一条作为实施考虑。
实施考虑：在制定培训计划时，酌情考虑在培训内容中包括媒体和请媒体代表参加培训。
备注：“关注协调”的意思是确保在培训中检验分享信息的能力并试着开发相互协调的风险沟通干预措施。

证据和考虑摘要

系统评价结果 (30)
找到的大部分研究是以演练为基础的，其中包括桌面演练、模拟和少量课程作业或研
讨班。对不同方法组别的结论进行了合成，发现这些演练的重点应该是跨机构协调、发展
与媒体打交道的技能以及设计回应受众需求和恐惧的信息。文献的普遍共识是，桌面演练
和模拟演练可以提升意识和认知。但是，仍需对这些调查结论保持谨慎。大部分调查结论
在方法严谨性以及数据相关性和充足性方面存在中等到严重程度的局限性。在系统评价过
程中找到的说明性结论中，只有那些有关演练应集中关注机构间协调并纳入媒体培训的提
法达到中等置信水平。
对于有关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培训当前做法的描述性结论，可以有一定信心。跨各种方
法组别的合成证据显示，当前的培训实践未采用能够促进普遍学习的行动后报告方法，对
使用社交媒体的指导很少，一般是灾难性的，几乎从不使用线上和面对面混合培训的形式，
且很少涉及评价培训。但是，由于这些结论是描述性的，它们只能提出一些未来开展研究
的方向。要确定这些因素分别对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技能有哪些影响，还需要另行开展调查。
学者们发现，总体而言，有关突发事件防范培训的研究不够严谨。他们也观察到，现存
标准化评估工具并不多。这就很难确定传闻中取得成功的演习、研讨班、课程和其它类型培
训能否转化为实际的技能和知识的增加 (31)。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已经发表的对灾害防范
培训和职工发展的评估报告大部分仅限于美国。也就是说，即使研究设计更为严谨，其结论
可能也不一定能适用于其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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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文献综述结果
有关该主题的报告均认为，需要在国家、省市和地方各级建设风险沟通能力。有无风
险沟通计划并不能说明是否具备风险沟通能力，具备某些基础设施要素也不能说明是否有
行动能力。如不能发展起本地的风险沟通能力，就会导致对仅在危机时参与工作的外部专
家的依赖。风险沟通能力不应依赖外部援助，而应以各个地理层级—地方、国家、区域和全
球—为基础，并有明确界定的作用、职责和基础设施，其中应特别关注发展国家能力。应培
训一支卫生危机和风险沟通人员队伍，并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复修培训。媒体人员也应获得公
共危机沟通培训 (32,33,34)。
相关报告关注需要加强的各种能力，即：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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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和人际间交往的软技能及建立共识（包括准备文件）的能力；
分析、文件记录；
监测和评价；
了解哪些情况会激起人们的愤怒，例如人们认为的不公平、道德冷漠以及对弱势人群
的影响；
拟定沟通策略、计划和操作标准；
利益攸关方和伙伴沟通；
社区参与；
有助于风险沟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分析；
将技术性沟通内容转换为易于理解且符合当时情境的材料。

建议

B4
财政
建议

突发事件风险沟通需要持续获得明确预算，且该预算应该是突发事件防范、应对和恢复工作
核心预算的一部分。
强推荐
证据质量极低
理由：在广泛证据检索中发现，强调风险沟通工作持续获得明确预算的政策、机制或
考虑的讨论极少。指南编写小组认为，灰色文献证据显示，在最近的危机中，缺乏资金
妨碍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工作，从而证明有必要建议制定此种政策和机制。

证据和考虑摘要

系统评价结果 (35)
在这个问题上有用的证据不多。虽然找到341份可能有关的文件，其中大部分并未直接
讨论为风险沟通工作提供资金的问题。一些提到供资机制，例如采用小额信贷、保险和资金
池方式为灾害风险管理（DRM）提供资金。许多文件提到，风险沟通或提升公众意识和开展
公众教育是减轻灾害风险（DRR）工作的一部分。一些文件提到，即使已经有了关于减轻灾
害风险的宣传教育材料，有关灾害预防的信息并未传达到地方层面。其它文件还提到，政府
有必要为灾害风险管理/减轻灾害风险工作提供专门资金（例如国家预算的1%）。几乎所有
文件都指出，供资问题是灾害风险管理/减轻灾害风险工作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其中一些
文件还指出，这项工作似乎处于发展规划和救济规划之间的两不管地带，因而两个规划都
不为其提供资金。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信息是，有必要将灾害风险管理/减轻灾害风险与适
应气候变化（CCA）的供资和努力结合起来。
灰色文献综述结果
灰色文献包含的相关材料极少。不过，一个常见主题是，在2014-2015年西非埃博拉病
毒病疫情开始时，缺乏资金阻碍了一开始的风险沟通努力 (36,37,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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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C
7.
建议

C.
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实践
在最初确定指南范围的会议上，指南编写小组根据
新媒体发展情况及主要的社会和人口结构变化提出一
些重点问题，以寻找有关实践风险沟通的最佳方式的
证据。以下最佳实践声明和建议均以针对这些问题开
展的证据审查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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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C1
战略沟通计划
制定战略计划主要涉及评估和评价干预活动，以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前、期间
和之后提升公众意识并影响行为。证据审查显示，没有哪个单一策略可以确保在此类形势下
成功沟通。指南编写小组商定，在就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提出具体建议之前，可以先提出一个
总体上的最佳实践，即制定计划。

最佳实践声明

必须尽量提前制定突发事件风险沟通计划，而且计划制定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且同时关
注防范和应对。制定计划时应对利益攸关方需求保持敏感、以参与方式进行、符合语境且采
纳来自受影响群体的反馈意见。

备注：

•
•
•
•
•
•
•

证据和考虑摘要

制定计划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有明确作用和职责的各成员小组之间的协作进行。卫生机构、应急系统和其它公共服务
需要在准备过程中开展合作并建立沟通网络。
制定沟通计划时必须考虑不同公众的社区、文化和生活方式，并进一步围绕这些社会结构设计灾害教育和准备工
作。
应确定并使用多种渠道和方式沟通灾害信息。
计划中应包括为沟通人员提供培训和信息更新以及建立获取初始快速态势评估的机制。
计划应包括预先准备沟通资源/材料、核心信息、信息（例如概况介绍）和讨论内容。
计划应包括建立监控和评估信息有效性并酌情调整信息的机制。
计划制定进程必须兼收并蓄，应寻找并倾听受影响群体意见，使他们参与进来并发挥主导作用。必须在计划制定阶
段就让有可能受影响社群参与进来。

系统评价结果 (40)
审查过的研究显示，把科学专业知识与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社区的本地知识（一手
经验）结合起来非常重要。制定战略计划时必须考虑文化在准备和应对工作中的作用，以便
使相关工作适应环境，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必须让本地利益攸关方参与到事件发展各阶段
工作中来，他们在沟通重要信息和推动人群从认知到行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研究的重点是灾害应对，使我们了解到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减轻灾害。但是，当前审查
涉及的研究鼓励更为积极主动地开展灾害防范。对于那些之前的灾害经历导致其风险认知
降低因而对灾害造成的威胁和危害不敏感的地区和社群来说尤为如此。因此，增加信息并
不会自动带来行为变化，重要的是采用多种沟通渠道和方式联系这些人群。这就要超越传
统的大众传播形式，采用更加本地化的传播方式，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利用社区和家
庭成员传播信息、落实干预规划和开展长期宣传活动，并通过灾害中使用的社区中心、宗
教场所和其它渠道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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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系统评价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既有证据审查结论一致，即：
••
••
••
••

各卫生机构、应急系统和其它公共服务需要开展合作和建立沟通网络，为突发事件做准备。
沟通策略必须考虑社区、文化和不同公众的生活方式，并围绕这些社会结构设计灾害
教育和准备工作。
主要通过风险认知预测人们的灾害预防和减轻行为。
风险认知本身由一系列因素决定，包括灾害知识、对官员的信任程度及人口结构特征。

灰色文献综述结果
根据灰色文献，有效的战略沟通计划过程在危机发生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而且涉及到以
下一些主要步骤：制定与所有利益攸关方沟通的战略和框架；针对危机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拟
定并审查基本信息；培训沟通人员；建立信息快速审批制度 (22,28,41)。应概述并明确界定
角色和职责 (28)，应建立并维护沟通伙伴关系网络。应制定与媒体开展合作的计划 (42,43)，
并准备好媒体工具包 (29)。应确保充足、及时的供资 (44)。
第二个结论是，应及早开始沟通(38)其中必要的第一步是与社区领袖和成员一道进行评
估，明确存在哪些倾向使用的沟通渠道、障碍和潜在问题以及潜在的解决方案 (32,45)。一项
研究指出，应在应对工作开始时就开展医学人类学评估，以便据此确定信息和干预措施 (46)。
该评估应包括倾听人们的不满并考虑所有参与群体的风俗和文化 (28,47)。
“社区牵头管理和消灭埃博拉”（CLEME）思路提供了这些措施的例子 (48)。先是评估形
势、对社区进行摸底、收集有关照护患者和死者的信息并在社区里走一圈。然后由社区一起
决定要采取的干预措施，根据具体团体情况进行调整并实施。还要采用情境分析、反馈意见
和随访等方式对干预措施进行调整。
良好沟通计划的其它要素还包括：区分循证信息和不确定信息 (36)；确保获得并应用之
前的经验教训 (44)；建设本地沟通能力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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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监测和评估工具
研究建议

需要开展研究，以明确快速评估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干预措施并在当前和未来应对工作中参考
评估结果及利益攸关方和社区反馈意见改进工作的最佳机制和方法。

理由：指南编写小组认为，建立有效“反馈环”参考评估结果开展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必不可少，但系统评价并未
发现任何证据支持当前所用任何评估工具的有效性。因此，指南编写小组决定提出如下建议：目前在用但并
未系统研究过其有效性的各种建立反馈环的工具（见下文清单）应成为风险沟通研究的重点领域。虽然所有
风险沟通实践领域均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见下文“研究空白和重点”一节），这一领域的空白尤为要紧，因而
指南编写小组认为有必要单独提出建议。

证据和考量摘要

虽然并无证据显示哪种工具最有效，表4按响应阶段列出用于收集和归类数据的工具，研究
如何建立发展反馈环的最佳机制时可予考虑。

表4.
数据收集工具
准备（拟定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策略时用于探索和接触目的
的工具）

响应/恢复（评估和监测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策略有效性的
工具）

小组座谈

小组座谈

访谈

访谈

调查

调查

参与式方法

媒体/社交媒体舆情监控
网站监控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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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社交媒体
建议

C3.1 可利用社交媒体联系公众，促进对等沟通，建立情境感知，在突发事件中监控并回应
谣言、公众反应和关切，并促进本地响应。
附条件推荐
中等质量证据
理由：中等质量证据显示，社交媒体联系公众，可以促进建立情境感知、监控并回应谣言、处理
公众关切和反应以及促进对等沟通和本地响应。但是，指南编写小组评估了相关资源需求、可行
性、滥用危害以及文化上的关切和局限性，认为应考虑社交媒体使用和应用的整体背景，因而提
出本条附条件推荐。社交媒体涵盖广泛活动和工具，例如社交网络、照片/视频共享、视频直播
和微型博客，其中每种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吸引力和不同的负担水平。

C3.2 应综合采用社交媒体、传统媒体及其它沟通形式，以实现经过核实的准确信息的趋同。
强推荐
中等质量证据
理由：中等质量证据显示，综合采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干预措施可以实现信息趋同和对信息的信任。这种
做法对资源的影响很小，研究未发现显著危害或可行性方面的关切。因此，指南编写小组认为应予以强推荐。
实施考虑（针对以上两条建议）：政府机构和实施伙伴需要培训和雇用专门的
社交媒体管理员并向其支付报酬，以便与利益攸关方建立关系并前后一贯地使
用社交媒体，从而在突发事件之前、期间和之后建立信任和信誉。

证据和考虑摘要

系统评价结果 (49)
大部分研究发生在澳大利亚、日本、中国、美国和欧洲。其中研究最多的是地震、台
风、传染病和洪灾。大部分有关风险沟通中的社交媒体的研究集中关注公共和政府机构在
推特、新浪微博（中国的推特）和脸书上发表的内容。还有少数研究关注其他社交媒体网
站，例如Flickr、手机短信服务、博客和地图应用。各项研究分析最多的阶段是遏制阶段或
是遏制阶段再加上防范、开始和/或恢复阶段。
系统评价发现，可以使用社交媒体（特别是推特和脸书）传播真实信息及核实信息，以
便在公共卫生危机中驱散谣言和假消息。在人们不信任官方政府信息和宣传而是更愿意到网
上同伴那里寻找更多信息的国家，这对于政府不能直接控制的独立社交媒体尤为重要。
研究显示，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推特和脸书）用户通过自我调节核实绝大多数信息。
机构积极利用打破神话的信息处理谣言和传播真实信息。虽然同伴监督和纠正在很大程度
上保证了社交媒体信息的准确性，研究发现，政府机构和实施伙伴需要培训和雇用专门的社
交媒体管理员并向其支付报酬，以便与面临风险的社区和利益攸关方建立关系，并前后一贯
地使用社交媒体，以建立信任和信誉，并即时处理谣言和假消息。
研究发现，使用井号主题标签有助于打破神话。一系列在澳大利亚一次洪灾中开展的
研究显示，当地警方的社交媒体账号在辟谣方面反应迅速，而且能够可靠、及时地提供前
后一致的准确信息。研究发现，政府机构应采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机”发展起来、为大多数
公众所用且正在广泛传播的主题标签，而不是创建和坚持使用自己为某个事件新定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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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文献综述结果
一项研究发现，巴西87%的医生使用WhatsApp与患者沟通，而且手机也已超过电视，成
为媒体消费的主要形式 (50)。在西非，聊天应用，特别是WhatsApp，被认为比手机短信服务
更好，因为它们更便宜。WhatsApp也可以用于跟踪谣言 (36)。其它新媒体工具包括RapidPro
和手机短信服务系统 (51)。研究还发现，社交媒体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监控公众对公共卫生
问题的看法 (27)。
在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期间，手机短信服务被成功地用于跟踪和打击谣言及与检疫
隔离区内的人们沟通 (38,39,43)。英国广播公司与WhatsApp 合作，使来自世卫组织、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和美国疾控中心的信息可以直接传递给两万订阅者，其中大部分生活在西非。
在塞拉利昂，到疫情结束时，这个渠道的当地版本已经有了15 000名订阅用户 (44)。手机
短信也被用于实时监控 (34)。尼日利亚使用手机传播埃博拉信息 (52)，塞拉利昂政府选择
WhatsApp做为官方响应渠道之一。社交媒体使塞拉利昂的海外移民社群在社会动员方面发
挥了作用，他们使用Skype、脸书、WhatsApp和智能手机分享有关疫情的信息。移民中的
卫生专业人员使用社交媒体动员专业、企业和政治关系及其家庭 (53)。

C4
发出信息
建议

C4.1 不应该用技术术语解释风险，因为这无助于促进减轻风险的行为。
强推荐
中等证据质量
理由：指南编写小组认为，有证据显示，当技术语言使人们迷惑并阻碍人们采取保护行动和行为时，就
会产生危害。小组强烈认为，避免使用技术语言有助于减轻风险，是可行的，也不存在重大资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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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2 应由来自不同信息源发出一致信息，并在事件发生初期就发出。
强推荐
中等证据质量
理由：有关信任和不确定性的本次系统评价及其它审查均提供证据，显示在突发事件中选用不同信息源发出
前后一贯的信息可以增加人们相信信息并愿意据之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指南编写小组认为，这种发出信息的
做法很重要。证据审查还强调，发出信息较晚会使谣言扎根并形成人们既定信仰的基础，因而可能造成危害。

C4.3 信息应促进人们可以切实采取的具体行动，以保护健康。
强推荐
中等证据质量
理由：有关信任的本次系统评价及其它审查均强调，人们在突发事件中可以采取的保
护自身的行动应符合相关文化和背景、具体且适当。指南编写小组注意到，如果发出的
信息模糊、泛泛、意义不大、使人们迷惑，那就会产生危害。决定作出强推荐的一个
重要因素是公平原则，即向弱势群体（例如残疾人）提供切合实际的行动。

备注
所有有关发出信息的推荐做法的实施考虑：(1)可以在目标受众中进行预先测试，使信
息产生于适当文化背景并可根据文化背景调整；(2)需要根据突发事件的发展定期审查和调
整发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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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和考虑摘要

系统评价结果 (54)
对34份英文和33份其它联合国语言的研究进行审查的结论如下：
••
••
••
••
••

••
••
••

看起来，公共卫生官员是最可信的风险信息来源。根据各国文化不同，在某些情况下，
政府官员和非本地信息来源一般被认为不那么可信。
虽然研究发现传统大众媒体（特别是电台和电视台）的影响最大，但在出现电力供应
中断时，人际沟通网络非常重要。
信息应来自不同信息源，并在疫情暴发早期就出现；如果早期没有信息，谣言就会扎根。
应使用非技术语言传播信息。
来自一类来源的信息应与其它来源的信息综合起来，不管它们是来自大众媒体还是家
人朋友。由于这种信息综合会发生在个人层面，应以自下而上方式拟定信息，以便将
文化和政治因素考虑进去。
应考虑本地文化认知，使信息中推荐的具体健康保护行为与文化相适应。
重要的是，个人会（有时候社区也会）由于各种原因拒绝接受许多种信息，这些原因
有时有共同之处，但也很难一概而论。
例如，在各国文化和政治制度中让人们疏散或遵守检疫隔离限制都很难，但造成这种
情况的原因差别很大。

灰色文献综述结果
灰色文献综述发现，必须了解人们如何获得卫生信息 (55)。如果对此不了解，即使最
精心设计的信息也有可能因为放到没人注意的地方而浪费掉。目标小组应对此进行评估，
因为媒体消费差异极大。
信息源的信誉和信用会影响人们是否改变行为。若干研究发现，采用可信信息源(28,43,56)
以及通过受到信任的社区领袖、家庭成员或朋友发表观点，可以影响到行为变化(13)。发布
有关幸存者数量和幸存者故事的信息，也有助于鼓励人们采取恰当行为(50)。一份报告提
到，如果使用专家，必须同时说明他们的可信赖程度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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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研究重点和空白
表5.
研究重点和空白
领域

A1：信任

发现的研究空白

••
••
••
••

A2：沟通不确定性

••
••
••
••
••
••

A3：社区参与

••

有关极低收入国家的研究少
缺少对信任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全面研究，也缺乏对与信任有很大重合但具体表现有差别的概念
（比如信心）的研究
没有纵向研究
有关大众媒体和人际网络在事件中如何互动的研究少
需要研究数字媒体及信息格局分化对人们如何评估和信任自己看到、听到和读到的信息的影
响
缺乏对不确定性的各种概念化和组成部分的全面研究
缺乏对如何设计信息以加强对不确定性信息理解的研究
跨国比较研究不足，特别是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比较
未充分关注往往很难接触到信息源或官方信息的弱势人群
没有纵向研究

••

对于如何有效联系社区参与制定计划及促进防范和响应行动的活动缺乏研究，包括灾害/
突发事件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活动以及不同社区层面（整个社区、社区部门以及社区个人/
家庭）
文献中未区分防范和应对阶段的社区参与，需要分别关注和研究；虽然灾害/突发事件总
是发生在某个特定地方，但仍有可能在省市、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开展联系社区参与的
活动
没有研究（各种不同定义的）社区如何在其它层级开展的活动中发挥作用

B1：治理和领导

••
••

需要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环境进行研究
需要测量干预措施和活动影响而不是仅简单描述影响的研究

B2：信息系统与
协调

••
••

需要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环境进行研究
需要测量干预措施和活动影响而不是仅简单描述影响的研究

B3：能力建设

••

关于如何发展和维持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工作人员的能力，现有证据很少，而且也很难避免得出
这样的结论：人们对确定哪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培训有效性兴趣不大

B4：财务

••
••

广泛证据检索发现，没有关于体现明确、持续风险沟通预算重要性的政策、机制或考虑的讨论
迫切需要研究/分析为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确定持续供资的有效手段

••

32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沟通风险: 世卫组织针对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政策和规范的使用指南

发现的研究空白

领域

C1：制订计划

••
••

••

C2：监测和评估

••
••

C3：社交媒体

••
••
••
••
••

C4：发出信息

••
••
••
••

地理：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美国人群，还有一些是在非洲、澳大利亚、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
家以及一些东欧国家；约半数研究关注突发事件开始阶段，一半多一点关注评估阶段
突发事件类型：研究最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灾害类型是：地震事件，例如地震和海啸；天气
现象，例如暴雨和洪水；以及新发传染病。其中大部分研究以小样本量数据为基础，因此研究
者很难获得足以代表受影响人群的样本
阶段：很少有研究关注有哪些具体测量可以在计划制订/准备阶段增加信息与突发事件开始、
遏制和恢复阶段的行动变化之间建立明确联系

系统评价和灰色文献综述未发现有证据显示当前任何评价工具能够有效实现为当前和未来风险
沟通工作提供更好参考的反馈环
指南编写小组建议，应研究有效反馈环，包括评价时机和方法以及导致未作出评价的挑战，需
要了解哪些工具促进快速评估以及需要哪些能力方能开展快速评估

很少有研究关注恢复和准备阶段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从地理上看，非洲、中南美洲、中亚、
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和东欧的研究仍很缺乏
在进行了社交媒体研究的地方，除社交媒体用户的地理位置、身处灾区内外还有其发帖频率和
内容信息外，很少分析其人口结构特征
未收集或分析社会经济人口统计学信息以便更深入了解使用社交媒体联系弱势人群的影响
对于哪些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得信息哪些人通过其它方式获得信息的研究还比较少；社交媒体作
为多种方式沟通策略的一部分有哪些影响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有研究指出，事件/灾害期间可能由于使用社交媒体而出现信息过多和混乱；但研究人员仍不太
了解人们怎么才能用好社交媒体并在在线搜寻信息和线下信息源之间搞好平衡
对于最初几天—突发事件风险刚开始时—初始风险信息的影响，仍然缺乏数据；也没有关于如
何促进个人防范突发传染病事件的研究
相关研究一般从地理、年龄、性别和身体残疾角度定义脆弱性；新研究应从社会心理或社会经
济角度审视脆弱性
没有关于事件过程中如何改变风险信息的实证研究（与评价研究建议有关）
建立“新规范”（例如洗手）可能比仅提供信息更有用，这一点还需要研究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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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指南小组的组成
内部指导小组（ISG）
内部指导小组成立于2014年，由参与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及宣传沟
通工作的世卫组织职工组成。2014年10月进行了初步非正式讨论，之后
于2015年3月召开正式会议。内部指导小组对划定指南范围、遴选指南编
写小组成员、管理系统评价和最终制作指南的工作进行监督。内部指导
小组成员名单见附件1表6。

7.3
指南编写小组
秘书处与重要伙伴、利益攸关方和内部指导小组磋商，确定了在突发
事件、大流行和流行、灾害风险管理、宣传沟通等工作领域以及人类学、
社会学和卫生系统等相关学科具备适当专长的人员。同时，小组成员选择
还适当照顾性别和区域平衡。附件1表7是指南编写小组成员名单，包括其
所在单位、专长和申报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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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编写小组组长
Marsha Vanderford当时是美国疾控中心（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负责宣传交流事务的副
主任，任指南编写小组首任组长，在首次划定范围会议、问题形成和证据检索阶段主持小组
工作。但是，2016年1月，Vanderford博士成为世卫组织职工，因而失去担任指南编写小组成
员的资格。两位新组长取代了她的位置，一位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里兰州巴尔的
摩）战略沟通项目的Amrita Gill Bailey和 津巴布韦新闻与传媒研究学院（布拉瓦约）的Peter
Banga。Bailey女士和Banga先生联合主持了2017年2月16-17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指南编写会，
会上指南编写小组利用获得的证据提出各项建议。
外部审阅小组（ERG）
外部审阅小组由全世界易发生疫情和突发事件区域的风险沟通专家和有突发事件经验、
有分析风险沟通策略和经验的学术兴趣的从业人员组成。他们的职责是：审阅指南草案是
否清晰，评论建议是否可行、有用，以及指出任何语境问题、对实施的影响、最终用户的
问题以及任何其它他们认为重要的领域或问题（附件1表8列出外部审阅小组成员名单、所
在单位和可能的利益冲突）。
管理利益冲突
所有参与编写指南的专家（指南编写小组成员、外部审阅小组成员、系统评价人员、
方法学家和其它顾问）在参加前均被要求填写利益申报表，详细说明任何与本项工作主题
有关的利益。
秘书处还在线检索了可能的指南编写小组和外部审阅小组成员的活动和著述，以确定
是否存在会导致其不适合参与编写指南的利益冲突。指南编写小组成员还被要求提交简短
自传。在明确成员身份之前，秘书处公开发布这些自传，供人评论。
在每次会议前，秘书处都审阅并评估所有申报的利益，以确定是否有任何参与者存在利益
冲突因而不适合参与或应限制参加相关进程。任何可能被认为存在冲突的申报的利益均提交
世卫组织遵规、风险管理和道德操守办公室审查。在每次指南编写小组会议前，与会者被要
求更新其利益申报表。相关信息摘要提交整个小组，使小组了解任何现有的潜在利益冲突。
在每次指南编写小组会议期间，都会明确解释哪些情况会被认为属于利益冲突，其中
包括可被合理视作影响个人与世卫组织合作期间客观性和独立性的任何利益（例如学术方
面）。然后会询问所有在场指南编写小组成员是否有之前提交的利益申报表之外的任何利
益冲突要向全组宣布。
如上文所述，所有受邀实质性参与指南编写（包括准备系统评价和证据概要或是对制定
建议和写作指南有所贡献）的个人均填写了利益申报表，秘书处在确定其职责前审阅了这些
申报。未发现任何指南编写小组或外部审阅小组成员、系统评价人员、方法学家和支持指南
评审委员会的顾问存在妨碍或限制其参与的利益冲突。申报的利益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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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传播指南并评价其影响的计划
指南的有效包装、有针对性、营销和传播对于达及重要受众（决策者
和突发卫生事件之前、期间和之后负责风险沟通的工作人员）至关重要。
传播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开发工具，包括分步骤指南、现场手册、核对
表和在线培训课程，以便促进实施总体性建议。

包装
指南将翻译成所有联合国官方语言（阿拉伯语、汉语、法语、俄语和西拔牙语）及葡萄
牙语。指南还将翻译成正在经历疾病疫情和流行或面临这种风险的国家的语言。
营销和传播
指南将通过以下渠道营销：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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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世卫组织伙伴关系和国家合作处向所有会员国和世卫组织国家办事处提供政策简
报（一套资料）。
通过电子邮件向所有联合国系统内部业务伙伴、国际非政府组织、供资伙伴等提供。
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新闻学院及国家、地方和社区电台网络。
在“开放世卫组织”平台上向会员国归口单位、伙伴、研究人员和学术界通报，包括目前
属于世卫组织风险沟通和社会科学干预措施网络一部分的机构和专家。
在世卫组织网站上发布，并将相关链接发给所有参与编写指南的个人和伙伴；通过通讯
组列表发给世卫组织内部所有工作在突发事件规划和风险沟通领域的人；通过风险沟通
协调网络发给在风险沟通/联系社区参与领域开展工作的伙伴；世卫组织记者培训网络；
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宣传交流人员网络（ECN）以及世卫组织媒体名单。
在世卫组织总部和区域办事处提供印刷副本，并应要求向参与指南编写的个人和伙伴
提供。
从2017年5月起，在系统评价人员参加的学术大会、委员会和会议上，指南编写小组成
员和秘书处讨论并推广研究结果和指南建议。
通过与伙伴和最终用户磋商，编写手册、培训课程和标准操作程序，用于实施指南所
载建议。

传播指南并评价其影响的计划

8.1
监测和评价
监测指南使用情况
原则上，将通过以下五种方式监测指南使用情况。
•• 在上述营销和传播过程中收集用户直接反馈。
•• 指南发布六个月和十二个月时对重要全球、区域和特定国家利益攸关方进行在线用户
调查。
•• 计数相关出版物、文件、应急策略和行动计划中提及本指南的次数。
•• 收集“开放世卫组织”课程用户的反馈。
•• 定期开展的评估会员国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风险沟通）的联合外部评价（JEEs）
中获得的反馈。将在联合外部评价所用评估工具中增加一个有关指南使用情况和功用
的问题。

8.2
按期审查
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许多系统评价发现仍存在研究空白（前文有
述，其摘要见表5），可能将来还会出现有关更好方法和做法的新证据。因此，应考虑本指
南发布五年后（2022年）对这些建议进行审查和更新。如果新证据显示有必要改变任何推荐
的做法，可相应对指南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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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指南小组的组成
表6.
内部指导小组成员
姓名

地点

Surangani Abeyesekera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Sylvain Aldighieri

世卫组织美洲区域办事处/传染病健康分析

Henk Bekedam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世卫组织驻埃及办事处

Aphaluck Bhatiasevi

世卫组织总部/传染病危害管理

Funke Bolujoko

世卫组织总部/国家合作和联合国系统协作司

Sylvie Briand

世卫组织总部/传染病危害管理

Leticia Lin Campana

世卫组织美洲区域办事处/媒体关系

Zhanat Carr

世卫组织总部/干预促进健康环境

Cintia Diaz-Herrera

世卫组织总部/应急管理

Delanyo Dovlo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卫生系统和服务

Ibrahima-Soce Fall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区域突发事件主任

Christy Feig

世卫组织总部/2016年底离开世卫组织前任职宣传交流司

Pierre Formenty

世卫组织总部/脆弱环境下的流行病/传染病危害管理

Florence Fuchs

世卫组织总部/能力评估、维持和发展

Gaya Gamhewage (chair)

世卫组织总部/传染病危害管理

Monika Gehner

世卫组织总部/宣传交流司

Vismita Gupta-Smith

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公共信息宣传，2016年之前；之后是世卫组织
总部宣传交流司

Margaret Harris

世卫组织总部/传染病危害管理

Takeshi Kasai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办事处/规划管理

Li Ailan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办事处/ 区域突发事件主任

Susan Mackay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办事处/联合国机构间沟通团队，越南

Jaouad Mahjour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规划管理主任

Cristina Mana

世卫组织美洲区域办事处/传染病和健康分析

Andreas Mlitzke

世卫组织总部/遵规、风险管理和道德操守办公室

Davison Munodawafad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健康问题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

Tim Nguyen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 证据情报促进决策

Rafael Obregon

世卫组织美洲区域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交流促发展部门负责人

Navaratnasamy Paranietharan

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 驻孟加拉办事处

Cristiana Salvi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传染病、卫生安全与环境

Carmen Savelli

世卫组织总部/食品安全、人畜共患病和食源性疾病

Shamila Sharma

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公共信息和宣传

Sameera Suri

世卫组织总部/防范、监测和应对

Rebekah Bosco Thomas

世卫组织总部/性别平等、公平和人权

Hans Troedsson

世卫组织总部/一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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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指南编写小组成员
姓名

性别

机构/组织

学科

地点

申报的利益

Mesafint Alebachew

男

埃塞俄比亚
卫生部

健康教育与沟通、
监测和评价、沟通培训

埃塞俄比亚/
世卫组织非洲
区域办事处

无

Ombretta Baggio

女

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会国际
联合会

全球卫生风险沟通/
联系社区参与/实施者

瑞士/世卫组织
欧洲区域办事处

无

Amrita Gill Bailey
（联合主席）

女

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美国
巴尔的摩）

国家突发事件沟通
就绪程度、沟通工具和资源、促进行为
变化的沟通

美国/世卫组织
美洲区域办事处/泛美
卫生组织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研究得到美国国际开发
署的资助

Peter Banga

男

哈拉雷新闻和
媒体研究学院

媒体培训、监测和
评价、宣传、广播媒体

津巴布韦/
世卫组织非洲
区域办事处

无

Claudine
Burton-Jeangros

女

日内瓦大学

社会科学、风险认知
和管理、全球卫生研究

瑞士/世卫组织
欧洲区域办事处

无

Bishakha Datta

女

“观点”（非政府组织）

沟通、全球卫生防范、妇女权利和赋能

印度/世卫组织
东南亚区域
办事处

无

Frode Forland

男

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

循证指南的拟定、卫生防范、公共卫生

挪威/世卫组织
欧洲区域办事处

无

Natasha Howard

女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

卫生系统研究、冲突和卫生研究、评价

英国/世卫组织
欧洲区域办事处

无

Akram
Khayatzadeh-Mahani

女

科尔曼医科大学

卫生经济学、卫生
建模、卫生政策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

无

Nombulelo Leburu

女

南非卫生部

战略健康传播、外部和风险沟通

南非/非洲区域
办事处

无

Sovann Ly

男

柬埔寨卫生部

疫情控制和预防

柬埔寨/西太平洋区域
办事处

无

Jenny Moberg

女

挪威卫生服务知识中心

开发沟通和促进卫生保健决策的在线工具

挪威/欧洲区域办事处

无

Mohamed Nour

男

卡塔尔最高卫生理事会

沟通、在卫生领域促进行为变化的沟通

卡塔尔/东地中海区域
办事处

无

Nobuhiko Okabe

男

川崎市公共卫生研究所

传染病、《国际卫生条例（2005）》、大流行防范

日本/西太平洋
区域办事处

无

Patricia Lima Pereira

女

巴拉圭卫生部

战略沟通计划制订

巴拉圭
美洲区域办事处/泛美
卫生组织

无

Ortwin Renn

男

斯图加特大学

传播学理论 – 参与和
传播研究

荷兰/欧洲区域
办事处

就风险沟通
发表公开演讲并接受报
酬；非盈利研究
理事会成员

Maria-Isabel Rivero

女

美洲人权委员会

战略沟通计划制订

美国
美洲区域办事处/泛美
卫生组织

无

Lisa Robinson

女

高级顾问，英国广播公司媒体
行动部

行动复原力和
危机相应

欧洲区域办事处

无

Caroline Rudisill

女

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

卫生经济学；卫生
政策、风险认知和
健康选择

英国/欧洲区域
办事处

无

Matthew Seeger

男

韦恩州立大学（底特律）

应用风险沟通研究、
全球卫生安全、
危机传播

美国
美洲区域办事处/泛美
卫生组织

无

Luechai
Sringernyuang

男

玛希隆大学
（泰国曼谷）

人类学、定性
研究方法

泰国/
东南亚区域
办事处

无

Karen Tan

女

新加坡通讯及
新闻部

疫情风险沟通实施、
战略沟通计划制订

新加坡/
西太平洋区域
办事处

无

Chadin Tephaval

男

曼谷邮报

传播学、危机传播与
新闻

泰国/
东南亚区域
办事处

无

Theresa Thompson

女

戴顿大学

评价、传播学理论；
人际/跨文化交流

美国
美洲区域办事处/泛美
卫生组织

无

Marika Valtier

女

法国社会事务、卫生和妇女
权益部

传播学、风险和
危机沟通；全球卫生
安全

法国/欧洲区域
办事处

就风险沟通公开发表演
讲并获得报酬（最多
500欧元）

Marsha Vanderford

女

美国疾控中心

风险沟通理论、全球
卫生沟通实施者、
卫生安全

美国
美洲区域办事处/泛美
卫生组织

无

Sophia Wilkinson

女

英国广播公司
媒体行动部

设计和实施健康交流
干预措施、培训

英国/欧洲区域
办事处

无

解瑞谦

男

中国健康教育
中心

风险沟通、流行病学、统计学、能力建设

中国/
西太平洋区域
办事处

（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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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指南编写小组并监督证据检索工作的方法学家: Jane Noyes
系统评价团队
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突发事件防范、研究、评价和实践项目，美国波士顿 (问题 1,
2, 6, 8): Giorgia Argentini (负责拉丁美洲和巴西的项目顾问), Ayan Jha, Noah Klein (编辑), Leesa
Lin, Elena Savoia (牵头人) 和Sarah Short。
中佛罗里达大学尼克尔森传播学院，美国佛罗里达 (问题 3): Rebecca Freihaut (灰色
文献检索)、Lindsay Neuberger、Ann Neville Miller、Timothy Sellnow (牵头人) 和Andrew Todd。
韦恩州立大学，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 (问题 5, 7, 9, 10, 11, 12): Ashleigh Day, Stine Eckert,
Julie Novak, Donyale Padgett, Pradeep Sopory和Lillian Lee Wilkins (牵头人)。
问题 4和快速灰色文献更新: Deborah Toppenberg-Pejcic, 独立顾问。

表8.
外部审阅小组成员
姓名

单位

国家/世卫组织区域

专长

利益冲突

Supriya Bezbaruah

–

印度/东南亚区域
办事处

应急

无

Christopher Colvin

–

南非/非洲区域
办事处

社区和卫生系统的交流、
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
科学研究方法

无

Joshua Greenberg

–

加拿大/美洲区域
办事处

媒体对传染病风险的报道、重要公共卫生
行动者的
风险沟通活动和策略

无

Ali Akbar Haghdoost

伊朗科尔曼
医科大学

伊朗/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

流行病学

无

Sarb Johal

梅西大学

新西兰

危机传播

无

Marwa Kamel

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

东地中海区域
办事处

风险沟通实施者

无

Lucy Knight

乐施会

英国/欧洲区域
办事处

公共卫生促进

无

李日春

中国疾控中心

中国/西太平洋
区域办事处

风险沟通实施者

无

Abderrahmane Maaroufi

摩洛哥卫生部

摩洛哥/东地中海
区域办事处

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

无

Erma Manoncourt

独立发展顾问

巴巴多斯/美洲
区域办事处

联系社区参与/参与式决策

无

Ki Soo Park

韩国疾病开展
中心

韩国/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

风险沟通实施者

无

Cynthia Sawe

–

–

–

–

Anton Schneider

美国国际开发署

美国/美洲区域
办事处

风险沟通/社区参与

无

Thomas Tufte

莱斯特大学

英国/欧洲区域
办事处

风险沟通理论

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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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指南编写方法
拟定指南的工作始于2014年10月，当时成立了内部指导小组并委托对2006年2月至2015
年3月期间发表的有关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的国际和国内指导文件进行快速文献综述(2)。快速
文献综述（可由此链接获取）的目的是提供：
••
••
••

该领域相关指导文件概况
现有指导文件中所提建议总览
简要回顾需要采取行动或改进的可能领域

来自“证据助手”（Evidence Aid）的文献综述人员团队发现128份指导文件，但其中没有一
份是明确的循证文件。大部分指导文件关注的是能力建设/策略制定，而关注最少的领域是
后勤和移动技术。此外以下方面也存在不足：评价研究；对极低收入国家防范工作和发生灾
害期间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工作面临障碍的评估；如何在防范阶段最有效地发展进行有效突发
事件风险沟通的能力；将证据和以往经验用于改进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实践。
在快速综述工作进行过程中，指南秘书处在内部指导小组支持下为指南编写小组寻找
适当的候选人。来自全世界各区域的在风险沟通、突发事件应对、公共卫生政策、流行病
学和其它与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有关领域有专长的专家受邀加入评审委员会（专家姓名、专
长和单位见附件1）。
2015年6月22-23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指南编写小组第一次会议，会上提交了快速范围
审查的结果。审查为确定指南范围和明确哪个突发事件风险沟通领域需要通过系统证据检索
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这次会议明确了12个领域，支持指南编写小组的方法学家Jane Noyes也
在会上指导与会者采用SPICE模板提出问题。当时预计这些领域中的大量研究将会采用定性
而不是定量方法。人们认为，SPICE模板比传统的PICO模板更适用于定性和混合方法证据检
索。对SPICE证据审查问题的详细说明见附件3。
提出和商定SPICE问题后，发出了征求提案的邀请，然后联系了三个系统评价团队
（哈佛大学，由Elena Savoia牵头；中佛罗里达大学，由Tim Sellnow牵头；韦恩州立大学，由
Lillian Lee Wilkins牵头（团队详细信息见附件1））和一位个人（Deborah Toppenberg-Pejcic）
根据提供的问题进行审查。
在整个研究、分析和报告阶段，Noyes教授、世卫组织风险沟通指南秘书处和世卫组织
情报学家Tomas Allen（提供数据库和灰色文献检索支持）提供了建议和支持。在这一阶段，
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寨卡病毒综合征和其它主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了大量有关风
险沟通的灰色文献。为获得这部分信息，进行了一次快速灰色文献证据检索（也由Deborah
Toppenberg-Pejcic承担），涵盖与12个问题有关的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报告。
到2017年1月底，所有审查均已完成并提交世卫组织秘书处，随后提供给所有指南编写
小组成员。为协助指南编写小组以透明方式提出循证建议，审查结果被用作调整DECIDE从
证据到决策框架表的基础(11)，也被用于总结有关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以及有关其他重要
问题（例如价值观、偏好、资源使用和公平等考量因素）的证据。（向指南编写小组提供
的DECIDE表格可由此链接获得。）
最初使用了无记名电子投票系统以明确小组立场，然后才形成建议并达成协商一致。指
南编写小组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汇总起来发给全体小组成员进一步审阅。然后这一套建议与完
整的指南文件一道发给由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工作者、应急救援人员、学者和决策者（这些人
的姓名和单位见附件1）组成的外部审阅小组审阅。之后参考他们的评论并与指南编写小组
磋商，进一步细化了建议以及指南文件的呈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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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问题
指南编写小组组长、指南方法学家和秘书处在内部指导小组支持下，按照第一次指南编
写小组会议商定的范围和领域提出以下12个重点问题，内容涵盖信任和社区参与、将突发事
件风险沟通纳入卫生系统及确定循证的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最佳做法。
问题1：领导和治理：哪些方法最有利于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纳入国家领导人对有公共
卫生影响的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规划和执行工作中？
问题2：信息系统。有哪些最佳机制，可以建立有效的跨辖区信息共享，以促进突发事
件风险沟通和内部协调？
问题3：人力资源。哪些方式最有利于发展和保持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工作人员的防范和
应对能力？
问题4：供资。如何确保为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提供充足、可持续的资金？
问题5：信任。哪些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活动最有利于使受影响社区和其它利益攸关方相
信卫生主管部门是可靠的健康保护信息来源且最容易推广？
问题6：协调。哪些方式最有利于确保各级各类响应机构的风险沟通活动之间的协调？
问题7：战略沟通规划。有效的战略沟通规划由哪些要素和步骤组成？
问题8：监测和评估。收集、分析和解读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数据和反馈并将结果纳入突
发事件风险沟通计划制定、战略发展、执行和评估工作的最佳方式和最适合工具有哪些？
问题9：社区参与。在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活动中联系社区参与应对事件/背景的最佳方
式有哪些？
问题10：社交媒体。在有公共卫生影响的事件和突发事件期间，哪些社交媒体渠道和做
法最能促进保护健康并消除谣言和错误信息？
问题11：沟通不确定性。向公众、面临风险社区和利益攸关方沟通讲明不确定性的最
佳方式有哪些？
问题12：发出信息。信息的哪些要素和时机最有利于影响公众/社区的关切水平，从而
激励其采取相关行动保护健康？
使用SPICE框架将这些问题进一步发展为可能的检索项。（每个问题的SPICE检索项详
细信息见附件3。）
为确定范围而进行的快速文献综述发现，大部分世卫组织指导文件以2003年之前或当年
的事件为基础，因而确定系统评价的时间框架为2003年起。由于发生几起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例如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2014-2015年）和全球寨卡病毒疫情（2015-2016年），
产生了大量有关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的灰色文献，因此在指南编写进程接近结束时又委托开展
了一次对涵盖全部12个问题的近年灰色文献的快速审查(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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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证据
在检索灰色文献的同时，每个系统评价团队均与Tomas Allen（世卫组织情报学家）合
作设计并在英语、其它联合国官方语言（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及葡
萄牙语研究数据库中进行了广泛检索。每份综述报告中均详细叙述了检索过程，报告可由
如下链接获得。
制作系统的知识地图
对于每个问题，综述团队都被要求按照如下分类详细调查文献并指明其空白之处：
••
灾害类型
••
灾害阶段
••
地址位置
••
低收入、中等收入还是高收入环境
••
公平方面的考量
••
研究类型（按方法）
••
发表的系统评价
••
灰色文献
现有综述
采用“评估系统评价的测评工具”（AMSTAR）对现有系统评价进行了测评。AMSTAR用
于评估系统评价的方法质量 (58)。研究人员打开低质量综述查阅，以确定是否有必要纳入
世卫组织委托的审查。中高质量综述则放到共享的虚拟文件夹中，其重要结论用于为委托
审查结果提供背景。
对研究和灰色文献进行质量评估
采用以下工具对原始研究进行了质量评估：
••
••
••
••

定量研究——对照组——Cochrane协作网医疗组织与有效实践组（EPOC）偏倚风险（ROB）
工具 (59)。
定量研究——描述性调查——调整采用大卫和罗曼方法（2014年）(60)或类似工具。
定性研究——采用“关键评估技能方案”对定性研究治疗进行评估 (61)。
混合方法和案例研究——麦吉尔大学混合方法研究评估工具（MMAT）(62)。

采用适当的针对具体方法的工具对灰色文献中报告的研究进行了质量评估。采用权威性、
准确性、覆盖面、客观性、日期和重要性（AACODS）工具对为报告具体研究的灰色文献进
行了质量评估 (63)。对权威性、准确性、覆盖面、客观性、日期和重要性各个领域采用“是”、
“否”或“说不清”进行评估。各项研究的最终质量评价为“高”（没有重大缺陷）、“中等”（存在
影响可靠性/有效性的次要缺陷）、“低”（存在一些可能会影响可靠性/有效性的缺陷）或“
极低”（存在影响可靠性/有效性的重大缺陷）。对权威性评估给予重要的AACODS 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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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提取
从采用各种不同方法的每项原始研究数据中提取了一些研究特征：国别、灾害/突发事件
类型、灾害/突发事件阶段以及是否涉及面临风险/弱势人群。确定并提取了与审查问题有关
的研究现象和结果/效果的相关证据。对于定量研究，提取了数值数据，例如平均数、标准差
和概率值。对于定性研究，提取了关键短语、句子和直接引语。对于混合方法研究和案例研
究，酌情根据不同方法提取了数值数据及关键短语、句子和直接引语。
审查设计
审查设计的总目的是使审查团队按顺序收集和组合证据，以便区分有用和无用信息，并
从整体上了解“发生了什么情况、哪些措施发挥了作用、产生了什么后果和影响以及哪些做
法是有效的”。
最初，按照所使用的方法将研究分为四类：
••
••
••
••

定量研究——对照组
定量研究——描述性调查
定性研究
混合方法和案例研究

每种方法类别下研究结果的合成
由于采用（随机或非随机）对照组方法的研究数量非常少且研究之间差别很大，因而
不可能在任何审查中开展定量荟萃分析。因此，系统评价团队采用记叙体概要方法报告定
量研究情况。对于采用定性方法的研究，采用了框架合成模型 (11,12)。根据审查目标SPICE
问题所体现的感兴趣现象概念产生了框架类别，然后又根据之前的相关知识和对个别研究
的分析酌情进行了调整。在来自个别研究证据的支持下，以解释性说明和高级分析说明的
方式合成了研究结论。
对于混合方法研究和案例研究，通常不能根据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区分研究结果。对此，
系统评价团队采用了记叙体概要方法。
对各种方法的合成结果的确定性/置信程度的评估
采用以下工具对各种方法下合成结果的确定性/置信程度进行了单独评估：
••
••
••
••

定量研究——（随机、非随机）对照组——GRADE方法。
定量研究——描述性调查——应用GRADE方法学原则。
定性研究——GRADE方法中评估定性研究合成证据可信度的CERQual方法。
混合方法和案例研究——应用了GRADE和GRADE-CERQual的原则。

GRADE方法 (11,18)用于评估采用对照组的定量研究的合成证据。在以下方面对研究结
果进行了评估：分配序列和分配隐藏；基线结果和特征；数据污染防范；是否存在对结果
的选择性报告；以及其它类型可能存在的偏倚。每类均得出“低风险”、“高风险”和“风险不
明确”的评价。有关本工具所有风险级别定义的详细信息可由Cochrane协作网《干预措施系
统评价手册》第12.2.2节获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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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结果最终被评定为以下几级：
••
••
••
••

高质量（新的研究很可能不会大幅度改变该结果）；
中等质量（新的研究有可能不会大幅度改变该结果）；
低质量（新的研究有可能大幅度改变该结果）；
极低质量（新的研究很可能会大幅度改变该结果）。

在韦恩州立大学团队和中佛罗里达大学团队对定量描述性调查研究进行的系统评价中，
采用根据GRADE原则专门为这些系统评价开发的工具评估了合成证据的确定性。韦恩州立
大学团队与GRADE方法学家Jane Noyes合作做出调整，创造出一个对没有结果/现象对照组
的定量横断面研究结果确定性做出评价的工具。评价的基础是评估被认为可能降低研究结
果确定性的因素：研究设计或执行方面的局限性；结果不一致；证据不直接；结果不精确；
发表偏差。评价结果分为四类：
••
••
••
••

高质量——很可能新证据不会大幅度改变研究结果；
中等质量——有可能新证据不会大幅度改变研究结果；
低质量——有可能新证据会大幅度改变研究结果；
极低质量——很可能新证据将大幅度改变研究结果。

韦恩州立大学和中佛罗里达大学团队的系统评价报告附录中提供了有关这个经过调整
的GRADE工具的更多信息，可由此链接获取。采用GRADE-CERQual工具评估了定性研究组
合成结果的置信程度，做法是检查方法的局限性、相关性、一致性和支持结果的数据的充
足性。然后对每个结果给出了如下评级：
••
••
••
••

置信程度高——很可能该结果代表能够代表现象；
置信程度中等——有可能该结果可以代表现象；
置信程度低——可能该结果可能代表现象；或是
置信程度极低——不清楚该结果是否代表现象。

采用GRADE和GRADE-CERQual方法评估了混合方法和案例研究组合成结果的确定性/
置信程度。
各不同方法组别结果的合成
各方法组别的合成结果进行了相互比较和对照。当这些结果相互支持补充时，就组合
成更高级别结果，体现跨方法组别的合成。在这一过程中一直牢记各方法组别内部的确定
性/置信程度评价。
子群和公平分析
结果合成包括子群分析，其中涉及核对突发事件的类型和阶段、突发事件发生国以及是
否存在弱势人群信息。对于后两个子群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考虑合成结果的公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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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的呈现
各方法组别内部及跨组合成结果以及对证据置信程度/确定性的相应评估均填入结果总
结表。这些信息均见于所有系统评价报告全文中，可由此链接获取。
对被提名为指南编写小组成员者的利益冲突情况的快速审查
世卫组织宣传交流能力建设处（CCB）对被内部指导小组提名为指南编写小组成员的25
名个人的情况专门进行了在线检索。该检索基本目的是快速审查是否存在可能的利益冲突。
通过检索评估了被提名人员参与私营实体和获得公司资金的情况，例如其与得到私营机构
资金资助的项目的关系。这次检索主要关注是否存在与任何生产和/或销售烟草、军火、石
油产品、药品以及食品和营养产品的公司有关联的财务上的利益冲突。根据世卫组织《利
益申报准则（世卫组织专家）》，利益冲突的定义是，
…专家申报的可能影响或可被合理视为影响专家在向世卫组
织提供建议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以及/或是为该专家或其存
在财务或业务利益关系的个人或机构（例如父母子女或兄弟
姐妹、关系密切的专业上的同事、行政处室或部门）带来不
公平竞争优势的任何利益。
检索的信息源
为系统评价目的检索了以下可公开获得信息的数据源（但不仅限于以下）：
研究之门网站（ResearchGate）：科研工作者的社交网站，科研人员发布和分享他们
参与的工作并与其他研究人员建立联系。用于评估被提名者发表的论文，寻找申报的利益
冲突和资金来源。
PubMed数据库：免费搜索引擎，用户可以访问有关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主题的文章全
文、参考文献和摘要；该数据库由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LM）维护。用于评估被提名者发
表的论文，寻找申报的利益冲突和资金来源。
期刊：来自各网站和网页；不是所有出版物和期刊都会明确陈述利益冲突。用于评估被
提名者发表的论文和编者按，寻找申报的利益冲突和资金来源。
领英：主要是专业人员分享个人履历表并申请工作的社交网站。用于评估被提名者的
专业和职业经历。
Yasni：一家德国元搜索引擎，供公众检索被提名者与利益冲突之间的关联。
大学、公司、组织及教职人员或团队成员的网站：用于搜索有关被提名者的出版物、专
业和个人关系、荣誉、获奖情况、所获拨款和职业经历。
政府、部委、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政府间组织的网站：用于搜索在卫生部或其他政府或机
构内任职的被提名者。还在这些网站上搜索了可公开获得的资金来源信息。
各种其它网站，包括伙伴机构网站或与被提名者本人有关的组织或其所在单位、大学、
学会等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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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过程
宣传交流能力建设处设计了一个对被提名者的公开可获得信息进行高效扫描的简单检索
模型，然后使用谷歌搜索引擎实施该检索模型。检索过程如下：
1.
2.
3.
4.
5.
6.
7.

在公共出版平台（例如PubMed数据库）上评估被提名者的研究；
辨明其研究资金来源，注明披露的利益冲突；
查看被提名者是否与大学、国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期刊/出版物以及/或是生产
和/或经销烟草、军火、石油产品、药品和/或食品饮料的公司有关联；
评估被提名者在个人或大学网站上的在线简介、领英网站上涉及当前及之前单位、所
获拨款、关联方或成见的个人概况或简历；
确定被提名者有哪些公开披露的给学校/机构等的捐款；
保持对被提名者进行快速审查的相关信息；
快速审查后将世卫组织《利益申报表》发给选定的被提名者。

两位宣传交流能力建设处工作人员花了三个工作日的时间进行快速审查。该处及世卫组
织遵规、风险管理和道德操守办公室利用检索结果审查了被提名者的简历和利益申报情况。

52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沟通风险: 世卫组织针对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政策和规范的使用指南

附件

附件3.
SPICE问题
1.
领导和治理
哪些方法最有利于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纳入国家和国际领导
人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规划和执行工作中？
背景：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脆弱国家防范和应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国家和国
际事件/突发事件。
角度：国家政府。
感兴趣的现象：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职能纳入国家政府应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突发事件的
领导工作中。
比较：突发事件风险沟通职能在国家领导结构中的不同位置、突发事件风险沟通人员在组
织结构上与国家卫生响应领导者之间的距离、突发事件风险沟通人员在国家领导部门的分
布；公平方面的考虑，例如本地背景和人口特征。
评价：对事件/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的公信度、信息达及受影响人群情况、信息共享的协调、工
作人员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事件/突发事件期间信息达及公众的速度的影响。
时间范围：2003年起。

2.
信息系统
有哪些最佳机制，可以建立有效的跨辖区信息共享，
以促进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和内部协调？
背景：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脆弱国家防范和应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国家和国
际事件/突发事件。
角度：国家政府和相关次国家级当局（例如省市和地方卫生主管部门）、应对和实施伙伴。
感兴趣的现象：建立共享信息和协调沟通工作的正式、跨辖区、跨机构的沟通渠道和机制；
建立此种机制和联系所面临的障碍和促进因素。
比较：各种不同方法—网络、官僚方案和标准操作程序、事件指挥模型以及其他组织和促进
联系与协调的方法：公平方面的考虑，例如本地背景和人口特征。
时间范围：2003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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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力资源
哪些方式最有利于发展和保持突发事件风险
沟通工作人员的防范和应对能力？
背景：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脆弱国家防范和应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国家和国
际事件/突发事件。
角度：国家政府和相关次国家级当局（例如省市和地方卫生主管部门）。
感兴趣的现象：发展和保持工作人员进行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的能力。
比较：各种做法—在职培训、教育、核心能力课程及其它发展机会；公平方面的考虑，例如
本地背景和人口特征。
评价：对具备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技能的工作人员数量、技能广度/深度及留住工作人员的影响。
时间范围：2003年起。

4.
供资
如何确保为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提供充足、可持续的资金？
背景：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脆弱国家防范和应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国家和国
际事件/突发事件。
角度：捐助方、国家预算负责人。
感兴趣的现象：为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工作提供资金的方法和时机，包括将该资金纳入全面
突发事件管理和应对预算决策程序并将其确定为重点；获得资金面临的障碍和促进因素。
比较：不同政治经济背景下的经验及与不同事件量级（例如疾病疫情对比地震）有关的经
验；公平方面的考虑，例如本地背景和人口特征。
评价：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工作资金数额及其占分配给突发事件防范管理工作的全部资金的
比例，以及提供资金的时间。
时间范围：2003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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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任
哪些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活动最有利于使受影响社区和其它利益攸
关方相信卫生主管部门是可靠的健康保护信息来源且最容易推广？
背景：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脆弱国家防范和应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国家和国
际事件/突发事件。
角度：国家政府和相关次国家级当局（例如地方和省市卫生主管部门）、受影响社区和利
益攸关方。
感兴趣的现象：使受影响社区和其它利益攸关方建立起对卫生主管部门作为健康保护信息来
源的信任的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活动。
比较：倾听（承认和回应受众关切/问题）、及早宣布、信息保持一致；提前建立关系的好
处、由技能熟练/可靠的人担任发言人、承认错误、承认存在不确定性、公开发布评估和审
查结果、请本地发言人和有影响力的人说话；公平方面的考虑，例如本地背景和人口特征。
评价：对受影响人群所了解知识的准确程度和遵守健康建议情况的影响、受影响人群和其它
利益攸关方对卫生主管部门信誉的认知。
时间范围：2003年起。

6.
协调
哪些方式最有利于确保各级各类响应机
构之间协调开展风险沟通活动？
背景：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脆弱国家防范和应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国家和国
际事件/突发事件。
角度：国家政府和相关次国家级当局（例如地方和省市卫生主管部门）、相应和实施伙伴。
感兴趣的现象：国家政府、次国家级卫生主管部门和其它响应伙伴之间协调风险沟通获得
的机制和系统。
比较：网络、标准操作程序/联合制定计划的过程、组织结构、联合信息中心、应急行动中
心、协作式领导、团队建设技能；公平方面的考虑，例如本地背景和人口特征。
评价：对信息一致性和信息发布时间、减少重复行动及利益人力和财力资源的影响。
时间范围：2003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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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制定战略沟通计划
有效的战略沟通规划由哪些要素和步骤组成？
背景：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脆弱国家防范和应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国家和国
际事件/突发事件。
角度：国家政府和相关次国家级当局（例如地方和省市卫生主管部门）、响应和实施伙伴。
感兴趣的现象：制定战略沟通计划的方法，包括参与者类型、计划制定程序和制定出来的
计划由哪些部分组成。
比较：所有危害和具体威胁；不同的计划制定进程，是数据驱动还是最佳实践驱动，是否包
括测量要求和指标；公平方面的考虑，例如本地背景和人口特征。
评价：制定出来的计划的广度和普遍性、实施可行性、领导层及实施者是否买账。
时间范围：2003年起。

8.
监测和评价
收集、分析和解读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数据和反馈并将
结果纳入突发事件风险沟通规划进程、策略制定、执
行和评价工作的最佳方式和最适合工具有哪些？
背景：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脆弱国家防范和应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国家和国
际事件/突发事件。
角度：国家政府和相关次国家级当局（例如地方和省市卫生主管部门）、响应和实施伙伴、
面临风险的社区、利益攸关方。
感兴趣的现象：收集、分析和应用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相关数据的方法和系统。
比较：不同类型的数据和数据收集、社区和受众反馈、测试检验信息、公众调查、新闻和
设计媒体监控、快速行为评估、小组访谈、主要知情人访谈等；公平方面的考虑，例如本
地背景和人口特征。
评价：对将结果纳入突发事件风险沟通计划、战略和策略的程度的影响；根据结果调整突发事
件风险沟通信息和材料的速度；相关社区对于卫生主管部门是否在“倾听”的认知；处理谣言的
速度、对健康保护信息公信度的影响；面临风险社区和利益攸关方对应对工作相关性的认知。
时间范围：2003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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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社区参与
在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活动中联系社区参与
应对事件/背景的最佳方式有哪些？
背景：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脆弱国家防范和应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国家和国
际事件/突发事件。
角度：国家政府和相关次国家级当局（例如地方和省市卫生主管部门）、响应和实施伙伴、
面临风险的社区、利益攸关方。
感兴趣的现象：鼓励面临风险社区参与制定突发事件风险沟通计划和响应工作的策略和技巧。
比较：不同策略—将面临风险社区纳入计划制定过程、激励社区领袖参与、采用正式报告制
度和反馈环等措施；公平方面的考虑，例如本地背景和人口特征。
评价：对社区参与程度和坚持情况、健康保护信息公信度、信息共享范围、社区对国家应对
本地问题/关切的工作是否相关的认知。
时间范围：2003年起。

10.
社交媒体
在有公共卫生影响的事件和突发事件期间，哪些社交媒体
渠道和做法最能促进保护健康并消除谣言和错误信息？
背景：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脆弱国家防范和应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事件/突发事件。
角度：国家政府和相关次国家级当局（例如地方和省市卫生主管部门）、响应和实施伙伴、
面临风险的社区、利益攸关方。
感兴趣的现象：不同社交媒体渠道和做法促进健康保护信息及消除谣言和错误信息的能力：
影响范围、影响程度、结果、受众类型。
比较：社交媒体信息来源（卫生主管部门、社区领袖、名人、非政府组织等）、社交媒体类
型（短信服务、推特、脸书等）；公平方面的考虑，例如本地背景和人口特征。
评价：对健康保护信息公信度的影响、信息共享范围、意料之外的负面后果、健康保护信
息的扭曲、对社区参与的影响。
时间范围：2003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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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沟通不确定性
向公众、面临风险社区和利益攸关方沟通
讲明不确定性的最佳方式有哪些？
背景：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脆弱国家防范和应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国家和国
际事件/突发事件。
角度：国家政府和相关次国家级当局（例如地方和省市卫生主管部门）、响应和实施伙伴、
面临风险的社区、利益攸关方。
感兴趣的现象：有助于沟通有公共卫生影响的事件和突发事件中必定存在的不确定性且能够
建立信任的突发事件风险沟通策略和技巧。
比较：不同信息来源（权威级别、本地社区、国家政府主管部门）；建议、宣布和警告的发
布时机；信息的一致性；将建议标注为“临时”建议；承认存在未知数；公平方面的考虑，例
如本地背景和人口特征。
评价：对健康保护信息的公信度、接受程度和建议依从度的影响；事件/突发事件发展过程
中的信息变化和转移。
时间范围：2003年起。

12.
发出信息
信息的哪些要素和时机最有利于影响公众/社区的关
切水平，从而激励其采取相关行动保护健康？
背景：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脆弱国家防范和应对有公共卫生影响的国家和国
际事件/突发事件。
角度：国家政府和相关次国家级当局（例如地方和省市卫生主管部门）、记者、响应伙伴、
社区。
感兴趣的现象：旨在提升/降低公众和社区对威胁的关切的突发事件风险沟通信息的发布时
机和内容。
比较：事件/突发事件的不同阶段、不同信息来源（权威级别、本地社区、国家政府主管部门）、
信息的一致性和发布频率、不同类型的诉求；公平方面的考虑，例如本地背景和人口特征。
评价：对健康保护信息公信度的影响、根据健康建议采取行动的动机水平、对健康建议的
依从程度。
时间范围：2003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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