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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流感疫苗立场文件——2012 年 11 月 

    依据为各成员国提供卫生政策方面指导意见这一职责，世卫组织（WHO）

就预防具有全球公共卫生影响的疾病的疫苗及联合疫苗问题，发布一系列定期更

新的立场文件。这些文件着重关注疫苗在大规模免疫规划中的使用，归纳了各相

关疾病与疫苗的基本背景信息，并就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这些疫苗表明了世

卫组织目前的立场。 

这些文件经外部专家和世卫组织工作人员审阅，并由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

专家组（SAGE）（(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en/)）审核和认可。这些

立场文件主要供各国的公共卫生官员和免疫规划管理人员使用。对这些立场文件

感兴趣的还可能包括一些国际资助机构、疫苗制造厂家、医学界、科学媒体和公

众。疫苗立场文件的制订程序可参见：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osition_papers/position_paper_process.pdf。 

自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流感疫苗的立场文件于 2005 年公布以来，在本领域又

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其中包括：流感在发展中国家和热带国家的最新流行病学

数据、流感病毒感染妊娠期女性所致后果的新证据，以及流感病毒

A(H1N1)pdm09 株的全球性大流行和季节性流行的相关信息。 

这份经修订的关于季节性（流行性）流感疫苗及其免疫接种的立场文件将取

代 2005 年公布的相应文件。不过，文件中也会简单提及大流行性流感及其疫苗，

以此支持季节性流感疫苗在特定的高危人群中使用。 

SAGE 在 2011 年 11 月以及 2012 年 4 月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流感疫苗使

用的建议。提交给上述会议的证据可上网获取：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 

sage/previous/en/index.html。 

背景 

流行病学 

A 型和 B 型流感病毒都是重要的人类呼吸道病毒，主要经由感染者呼吸道分

泌物形成的飞沫和气溶胶传播，但偶而也可因接触该病毒污染物而被感染。A 型

和 B 型流感病毒均可引发季节性流感流行或非流行季节散发病例和暴发。世界

各地均有流感发生，每年全球的罹患率大约是：成人 5%~10%、儿童 20%~30%。

在温带地区，流感暴发主要发生在冬季；而在热带地区,流感的发生较不规则，

全年均可发生。 

A 型流感病毒可引发全球性大流行，主要表现为新的病毒“亚型”（或亚型株）

的快速传播。此类病毒“亚型”（或亚型株）具备人间传播的能力，并且其抗原性

与近期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足够大的变异，可躲避人群的病毒株特异性免疫力的

控制。据 18 世纪中期以来的记录，全球性大暴发约每隔 10~40 年发生一次。在

这些大流行中，1918 年发生的“西班牙流感”最为严重，导致全球约 2 千万~4 千

万甚至更多人死亡。其他两次严重性相对较低的大流行分别发生于 1957 年（“亚

洲流感 ”）和  1968 年（ “香港流感 ”）。 2009 年，由 A(H1N1)株（称为

“A(H1N1)pdm09”）引发的全球性暴发达到了大流行的程度，但随后在 2010 年逐

渐转为季节性流感。 

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流感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可能有所低估。一项系统综述



2 

 

分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30 年间季节性流感的流行病学数据后发现，平均而

言，在因急性呼吸道感染而就诊的儿童中，流感约占门诊总量的 10%（范围：

1%~25%），占住院患者的 6.5%（范围：0.6%~15.6%）。不过，对这些国家的大

多数来说，数据尚不充分，不能据以调整流感预防和控制战略的优先次序。1
 

 

极易发生流感的高危群体 

易发生流感的高危群体包括暴露于流感病毒的风险较高的人群以及发生严

重流感（即，导致患者住院或死亡的疾病）的风险较高的人群。2前者包括医疗

卫生保健工作者（HCWs），后者则包括孕妇、5 岁以下儿童、老年人以及患有基

础疾病（如，HIV/AIDS、哮喘以及慢性心脏病或肺病）者。低收入国家和中等

收入国家的流感高危人群尚未能很好明确。 

孕妇罹患严重流感并因此而死亡的风险较高；感染还可能导致死产、 新生

儿死亡、早产、低出生体重等并发症。3在 2009A(H1N1)pdm 株大流行期间，与

非孕妇相比，纽约市孕妇住院率增加 7.2 倍，严重流感孕妇住院率高 4.3 倍。4如

孕妇同时患有哮喘、糖尿病、 肥胖症等疾病，妊娠期发生严重流感的风险可进

一步加大。5
 

5 岁以下儿童（特别是 2 岁以下儿童）流感的疾病负担较高。一项系统综述

探讨了全球儿童流感的疾病负担。该综述所纳入的研究共涉及约 800 万 5 岁以下

儿童。据其估算，2008 年，全球有 9000 万（95%可信限： 4900 万–1.62 亿）

季节性流感新病例、2000 万（95% 可信限：1300 万–3200 万）例流感相关的急

性下呼吸道感染（ALRI）以及 100 万-200 万例流感相关的严重 ALRI（其中

28,000–111,500 人死亡）。绝大多数的流感所致死亡病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6然

而，目前尚无数据估算流感在儿童死亡率所占比例，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在美国，学龄前儿童住院率与 50–64 岁组人群相当。在一项研究中，6 月龄

以下婴儿住院率为 240/10 万，而 2-5 岁儿童住院率仅为 20/10 万。7
 

流感是老年人死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2003~2008 年间，在中国城镇地区，

≥65 岁老年人流感相关超额死亡占 86％。8
1976–2007 年间，在美国所有流感相

关的死亡病例中，≥65 岁的老年人一直约占 90%。9在英国，1999–2010 年间，≥75

岁老人的死亡，约 2.5% - 8.1%系流感所致。10在新加坡，≥65 岁流感相关死亡比

                                                        
1 Gessner  BD et al. Seasonal influenza epidemiology in sub-Saharan Africa: a systematic review.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 2011,11:223–235. 
2 见 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meetings/2012/april/1_Background_Paper_ Mar26_v13_cleaned.pdf. 
3 Omer SB et al. Maternal influenza immunization and reduced likelihood of prema- turity and 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birth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PLoS Medi- cine, 2011, 8:e1000441. 
4 Creanga AA et al. Severity of 2009 pandemic influenza A (H1N1) virus infection in pregnant wome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2010, 115:717–726. 
5 Mosby LG et al. 2009 pandemic influenza A (H1N1) in pregnanc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2011, 205:10–18. 
6 Nair H et al. Global burden of respiratory infections due to seasonal influenza in young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he Lancet, 2011, 378:1917–1930. 
7 Neuzil KM et al. The effect of influenza on hospitalizations, outpatient visits, and courses of antibiotics in 

childre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0, 342:225–231. 
8 Feng L et al. Influenza-associated mortality in temperate and subtropical Chinese cities, 2003–2008.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2, 90:279–288B. 
9 Fiore AE et 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luenza with vaccines: Recommendations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ACIP), 2010.  MMWR Morbi- 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2010, 59(RR 

08):1–62.) 
10 Hardelid P et al. Mortality caused by influenza and respiratorysyncytial  virus by age group in England and 

Wales 1999–2010. Influenza and Other Respiratory Viruses, 2012, doi: 10.1111/j.1750-2659.2012.0034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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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群高 11.3 倍。11采用全因超额死亡率模型（葡萄牙的一项研究12）和全因

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13）进行估算的结果也确

认，老年人群流感相关死亡率升高。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老年人群流感相

关死亡率可能要比高收入国家高出好几倍。14
 

据近期的一项系统综述计算，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医疗卫生保健工作者每季度

流感合并发病率为 18.7％（95％可信限：16％-22％），其中 7.5％有症状。15此外，

医疗卫生保健工作者对所接触的高危患者中流感病毒院内感染的传播很可能起

了关键的作用。 

 

病原体、疾病、治疗和实验室诊断 

流感病毒属于正粘病毒科，其特点是单股节段 RNA 基因组。根据流感病毒 

的核蛋白，将其分为 A、B、C 三型，而 A 型流感病毒亚型则依据其膜糖蛋白

血凝素（HA）活性或神经氨酸酶（NA）活性来确定。病毒的高突变率导致 HA 和 

NA 抗原的多样性。少量的点突变会导致 HA 基因发生微小变化（“抗原漂移”），

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抗原漂移使病毒可以避开免疫系统的识别，从而造成大流

行间期反复发生的季节性流感暴发。HA 抗原的重大变化（“抗原位移”）主要是

由来自不同 A 亚型的遗传性物质（尤其是 HA 基因）重组引起的。B 型流感病毒

由于没有动物宿主，因此不会出现抗原位移，也不存在亚型。不过，全球各地均

已有报告，称存在两种抗原截然不同的 B 型流感病毒（Victoria 系和 Yamagata

系）同时流行的情况。16
 

A 型流感病毒可以感染多种哺乳动物（例如猪、马）和鸟类，而 B 型和 C 型

主要局限于人间感染。仅 A 型和 B 型能够致人患病。目前确认的 A 型流感病毒

的 17 种 HA 和 10 种 NA 亚型绝大多数都存在于野生鸟类中，仅新发现的 H17N10

亚型存在于蝙蝠。感染人类的流感病毒亚型通常是 H1、H2 或 H3 以及 N1 或 N2。 

潜伏期从 1 天至 4 天不等，平均为 2 天。流感在婴儿和低龄儿童中经由排毒

方式而传播，通常在症状即将出现前即可传播，而排毒时间可持续到发病后第二

周。在成人中，排毒通常仅持续数天。日托机构儿童和学校学生是社区内流感传

播的主要人群。17,9
 

流感发病时可出现以下一种或多种症状：发热、咳嗽、咽痛、流涕、头痛、

肌肉/关节疼痛和严重全身不适。发热和全身疼痛可持续 3-5 天，咳嗽可持续 2

周以上。严重流感患儿的体征可包括呼吸暂停、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发绀、胃

纳差、脱水、精神状态改变、极度激惹。继发细菌性肺炎是常见的流感并发症，

在老年人和患有特定慢性疾病者中尤其常见，通常由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

或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接种肺炎球菌疫苗或针对严重病例采用抗微生物药物治

                                                        
11 Chow A et al. Influenza-associated deaths in tropical Singapore. Emerging Infec- tious Diseases, 2006, 

12:114–121. 
12 Nunes B et al. Excess mortality associated with influenza epidemics in Portugal, 1980 to 2004. PloS One, 2011, 

6:e20661. 
13 Newall AT et al. Influenza-related hospitalisation and death in Australians aged 50 years and older. Vaccine, 

2008, 26:2135–2141. 
14 Cohen C et al. Elevated influenza-related excess mortality in South African elderly individuals, 1998–2005.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2010, 51:1362–1369. 
15 Kuster SP et al. Incidence of influenza in healthy adults and healthcare worke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LoS One, 2011,6:e26239. 
16 Belshe RB et al. Efficacy of live attenuated influenza vaccine in children against influenza B viruses by lineage 

and antigenic similarity. Vaccine, 2010, 28:2149–2156. 
17 Bridges CB et al.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s. In: Plotkin SA, Orenstein WA, Offit P, eds. Vaccines, 5th ed. 

Philadelphia, PA. WB Saunders Company, 2008: 25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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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可降低流感相关呼吸道感染的死亡率。17
 

用于流感的抗病毒药物有两类：1）跨膜离子通道（M2 蛋白）抑制剂（金刚

烷胺和金刚乙胺）；2）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扎那米韦和奥司他韦，以及最近上市

的帕拉米韦和拉尼娜米韦）。世卫组织建议，鉴于目前流行的流感病毒对 M2 抑

制剂已具有耐药性，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应作为需要抗病毒治疗者的一线药物。对

于高风险的个体，应在病程早期应用 NA 抑制剂。18奥司他韦是使用最广泛的一

种 NA 抑制剂，并且已有较充分的证据表明该药可安全地应用于儿童和孕妇。随

着 NA 抑制剂的早期、广泛使用，流感相关的住院率和死亡率已明显下降，特别

是在 2009 年流感大流行期间。19
NA 抑制剂的预防性使用以及针对免疫抑制患者

的治疗可能导致病毒对该药产生耐药性，因此，在用药过程中必须认真监测。 

流感的病原学诊断（特别是散发病例）需要经实验室确诊，因为单凭症状无

法与其他数种感染性病原所致疾病鉴别。 

流感的诊断试验包括病毒培养、快速抗原检测（含“床旁”快速抗原检测）、

免疫荧光检测、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血凝抑制试验（HI）。快速抗

原检测可以在 15 分钟内检测出 A 型和/或 B 型流感病毒。这些检测方法的特异

度约为 90％-95％，敏度度约 50％-70％（与病毒培养或 RT- PCR 相比）。然而，

敏感度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儿童比成人高，A 型流感比 B 型流感高。20,21
 

 

流感疫苗 

现有的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多数含有 2 种 A 亚型病毒株和 1 种 B 亚型病毒株。

目前上市的有三价灭活疫苗（TIV）和减毒活流感疫苗（LAIV）。2012 年，一种

鼻内接种的四价 LAIV（含 2 种 A 型株和 2 种 B 型株）在美国获得上市许可。流

感疫苗的生产是基于在含胚卵或其他适当的细胞培养基复制病毒。为确保疫苗对

南北半球的流感流行株均具有最佳效力，现有疫苗的抗原成分每年需要调整两

次，使之符合世卫组织“全球流感监测和响应系统”（GISRS）所收集的流感病毒

流行株的抗原特性。世卫组织的最新建议可参见：

http://www.who.int/influenza/vaccines/virus/recommendations/en/index.html。 

TIVs 是唯一一种被批准供 2 岁以下儿童及 50 岁以上成人接种的流感疫苗；

此外，该疫苗也可供孕妇接种。年龄在 2~49 岁且未妊娠的个体可按照所在国的

免疫接种政策，接种 TIV 或 LAIV。俄罗斯生产的 LAIV 可供 3 岁及以上者接种。 

建议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以确保疫苗与流感病毒流行株之间的最佳匹

配；此外，与流感自然感染后所诱导的长期的、株特异性的免疫力不同，流感疫

苗所诱导的保护期相对较短，特别是在老年人中。17
 

 

三价灭活流感疫苗（TIVs） 

                                                        
18 WHO guidelines for pharmacological  management of pandemic (H1N1)  2009 influenza and other influenza 

virus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 见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swineflu/h1n1_use_ antivirals_20090820/en/index.html; 访问日

期：2012 年 11 月. 
19 Yu H et al. Effectiveness of oseltamivir on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viral RNA shed- ding in patients with mild 

pandemic 2009 influenza A H1N1: opportunistic  retros- pective study of medical charts in China.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0, 341:c4779 
20 Manual for 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and virological surveillance  of influenza.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见 http://whqlibdoc.who.int/ publications/2011/9789241548090_eng.pdf; 访问日期：2012

年 11 月. 
21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0. Seasonal influenza. Rapid dia- gnostic testing for influenza.  

见 http://www.cdc.gov/flu/professionals/ diagnosis/rapidclin.htm; 访问日期：201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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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 3 种 TIVs，分别为全病毒疫苗、裂解病毒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在大多

数国家，全病毒疫苗已经被反应性较弱的裂解病毒疫苗和亚单位疫苗所取代。裂

解病毒疫苗中的病毒已经被去垢剂裂解。亚单位疫苗中的 HA 和 NA 抗原已经通

过去除病毒的其他成分而被进一步纯化。为增强免疫原性，目前一些 TIVs 的配

方中加入了佐剂，如水包油佐剂或病毒体。大多数多人份装的 TIV 中含防腐剂

硫柳汞。单剂装、无硫柳汞、使用预充型注射器的 TIV 已有供应，但数量有限，

且费用相对较高。 

该疫苗应于 2℃-8℃下避光保存。严禁冷冻。一般采用免疫学检测手段（如

纯化 HA 抗 HA 特异性抗血清的单向免疫扩散）测定 TIVs 的效价。供 3 岁及以

上个体接种的 TIV 每剂含上述 3 种亚型 HA 各 15μg；供 6-36 月龄的婴儿接种的

TIV 每剂含 3 种亚型 HA 7.5μg 或 15μg。目前尚未批准在 6 月龄以下的儿童中接

种 TIVs。部分国家使用的是皮内接种的 TIV，每剂含 9μg HA，供 18~64 岁的成

年人接种。部分国家已批准了一种采用水包油乳液佐剂（MF59）的 TIV，供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接种。类似地，美国已批准了一种每株含 60μg HA 的 TIV 配方，

主要供≥65 岁的老年人接种。9
 

肌注 TIVs 的注射部位是三角肌（受接种者年龄大于 1 岁）或大腿前外侧（受

种者年龄在 6 至 12 月龄之间）。对之前未接种过的 9 岁以下儿童应该注射两

次，间隔时间至少 1 个月。对 9 岁及以上的学龄儿童和健康成人接种一次即可。 

灭活流感疫苗应该不会对同时接种的儿童期常规疫苗造成干扰。 

TIVs 的血清学保护相关指标 

一般而言，HI 抗体效价为 1:40（或更高）时，即可为健康成人提供 50%的

保护效力；这一由疫苗诱导的抗 HI 抗体浓度现已作为疫苗注册时评估的保护相

关指标。17
 

流感疫苗的效力/效果22
 

流感疫苗的效力/效果随影响因素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如采用的病例定义是实

验室确诊流感或是较不特异的流感样病例（ILI），以及与疫苗株同流感病毒流行

株之间的匹配程度。 

TIV 用于孕妇和不同年龄组受种者的效力/效果 

妊娠期接种流感疫苗将保护孕妇及其新生儿免于罹患流感。有关妊娠期妇女

接种 TIV 预防流感感染及其严重结局效果的科学证据质量分级见表 1a
23，表 1b

提供了孕妇接种 TIV 预防 6 月龄以下婴儿流感感染及其严重结局效果的证据分

级。24
TIV 预防 6 月龄至 2 岁以及 2 岁至 6 岁的儿童发生流感感染效果的科学证

据分别见表 2a 和表 2b。25，26
 

                                                        
22 效力（efficacy）用于衡量某种疫苗在临床试验中是否收效良好；效果（effectiveness）则指该疫苗在常规
免疫规划中应用时是否收效良好。 
23 科研证据分级表 1a. Is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 versus no intervention or non-influenza vaccine in 
pregnant women effective to prevent influenza infection and severe outcomes of infection in pregnant women? 见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osition_papers/influenza_grad_maternal_ outcomes.pdf 
24 科研证据分级表 1b. Is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 versus no intervention or non-influenza vaccine in 
pregnant women effective to prevent in- fluenza infection and severe outcomes of infection in infants below 6 
months of age? 见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osition_papers/influenza_ grad_infant_outcomes.pdf 
25 科研证据分级表 2a. Is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 versus placebo or control vaccine effective to prevent 
influenza infection in children aged 6 months to 2 years of age? 见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osition_papers/influenza_grad_efficacy_age_6to24_months.pdf 
26 科研证据分级表 2b. Is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 versus placebo or control vaccine effective to prevent 
influenza infection in children aged 2 to below 6 years? 见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osition_papers/influenza_grad_efficacy_age_2to6_yea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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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数据表明，儿童和青少年接种流感疫苗后，可能不仅对受种者有利，

也可间接保护未接种疫苗的家庭成员（群体免疫）和社区接触者。27
 

当疫苗株与流行株高度匹配时，疫苗效力在 65 岁以下受种者中通常为 70％

至 90％9。相比之下，TIV 在 65 岁及以上老人预防流感病毒感染的效力至多为中

等，且与接种地点、人群和研究设计无关。TIV 在老年人中使用的效力/效果的

科学证据分级见表 3。28
2010 年，美国批准了一种大剂量配方的 TIV。与标准剂

量的 TIVs 相比，该疫苗可在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诱导出较高的抗体应答。9

此外，与未添加佐剂的 TIV 相比，一种以 MF59 作为佐剂的 TIV 可使老年受种

者因流感或肺炎住院的风险降低 25％（相对危险度 = 0.75 ，95％可信限：0.57 - 

0.98 ）。29
 

有关热带地区使用 TIV 的效力/效果的数据有限。在泰国进行的一项随机对

照试验（RCT）显示，≥60 岁社区老年居民在接种 TIV 后，发生流感样病例的相

对危险度减少了 56%；30而马来西亚相应的数据为 55％-76％（受试者为居住在

养老院的老年人）。31巴西圣保罗市每年针对≥65 岁成人开展一次大规模流感疫苗

接种行动后，年龄别流感死亡率降低了 26％。32
 

 

TIV 用于患有基础疾病者的效力/效果 

2011 年发表的一篇关于不同目标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效果研究的系统综述，发

现在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和伴有糖尿病、慢性肺病、心血管疾病、肾病或肝病以

及免疫抑制的老年患者，有关接种流感疫苗效果的高质量证据有限。33，34哮喘患

者和 HIV 感染者接种流感疫苗效果的科学证据分级分别见表 4a 和表 4b。35，36
 

对于癌症患者和器官移植接受者，单剂 TIV（含佐剂或不含佐剂）无论在成

人37还是儿童38中只能诱导中等的免疫应答反应。部分这类研究发现，接种第二

剂可显著提高达到血清学保护水平者的比例。37 正如在感染 HIV 的成人和儿童

中使用以 MF59 作为佐剂的季节性和大流行性 A(H1N1)2009 流感疫苗的各种研

                                                        
27 Loeb M et al. Effect of influenza vaccination of children on infection rates in Hutte- rite communities: a 

randomized trial. JAM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0, 303:943–950. 
28 科研证据分级表 3. Is matched,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 versus placebo effective to prevent influenza 

infection in individuals aged 65+? 见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osition_papers/influenza_grad_efficacy_elderly.pdf 
29 Mannino S et al. Effectiveness of adjuvanted influenza vaccination in elderly subjects in northern Italy.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2,176:527–533. 
30 Praditsuwan R et al. The effic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fluenza vaccination among Thai elderly persons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Journal of the Medical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005, 88:256–264. 
31 Isahak I et al. Effectiveness of influenza vaccination in prevention of influenza-like illness among inhabitants of 

old folk homes. The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2007, 38:841–848. 
32 Antunes  JL et al. Effectiveness of influenza vaccination and its impact on health inequa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07, 36:1319–1326. 
33 Michiels  B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risks of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s in  different target  groups. Vaccine, 2011, 29:9159–9170. 
34 Ciszewski A et 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in secondary prevention from coronary ischaemic events i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FLUCAD study.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08, 29:1350–1358. 
35 科研证据分级表 4a. Is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 versus placebo effective to prevent influenza-related 

asthma exacerbations in patients with asthma?见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osition_papers/in-fluenza_grad_efficacy_asthma.pdf 
36 科研证据分级表 4b. Is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 versus placebo effective to prevent influenza  infection  

in individuals  living with HIV/AIDS? 见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osition_papers/influenza_grad_efficacy_HIV.pdf 
37 de Lavallade H et al. Repeated vaccination is required to optimize seroprotection against H1N1 in the 

immunocompromised host. Haematologica, 2011, 96:307–314. 
38 Meier S et al. Antibody responses to natural influenza A/H1N1/09 disease or fol- lowing immunization with 

adjuvanted vaccines, in immunocompetent and immu- nocompromised children. Vaccine, 2011, 29:3548–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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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表明的，39在此类患者中使用含佐剂的疫苗可能证明是有益的。 

 

TIV 用于医疗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效力/效果 

医疗卫生保健工作者接种疫苗预防流感感染的保护效果的科学证据见分级

表 5a；40不过，有关医务人员接种疫苗降低在长期护理机构居住老人的流感发病

率和死亡率的证据较少（见分级表 5b）。41
 

 

TIV 的安全性 

一般认为 TIV 是安全的，不过注射部位一过性局部反应也很常见（>1/100）；

既往无流感疫苗抗原暴露史的受种者（如幼儿）可出现发烧、全身不适、肌痛及

其他全身性不良事件。在一项纳入了 791 名 1~15 岁健康儿童的研究中，接种后

发热的发生率在 1 至 5 岁的受种者中为 12%，在 6 至 10 岁的受种者中为 5%，

在 11 至 15 岁的受种者中为 5%。42一般地，此类不良事件较少在成人中发生。9
 

一项疫苗上市后、基于人群的研究评估了 TIV 的安全性， 251,600 名 18 岁

以下儿童（含 8476 名 6~23 月龄的儿童）接种 TIV 后，未发现重大的需要医学

处理的不良事件。43同样，美国对 TIV 上市后历时 15 年的监测数据（共接种了

近 7.5 亿剂）进行审核后，未发现新的安全问题。44
 

在美国和孟加拉国开展的数项随机对照试验分析了妊娠期接种流感疫苗的

安全性，未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也未发现与之相关的胎儿期、围产期、或婴儿

期并发症。45,46与妊娠期流感疫苗安全性相关的科学证据分级见分级表 6。47
 

研究发现，在大规模接种含 AS03 佐剂的大流行性 H1N1 疫苗后，出现了罕

见的嗜睡症/猝倒症（主要发生在北欧国家），但含 AS03 佐剂的季节性流感疫苗

未见此不良事件。48
 

在部分流感季节，TIVs 与老年受种者发生格林-巴利综合征 (GBS）的风险

略增存在关联；据估算，每接种 100 万人，可增加约 1 个 GBS 病例。49如受种

者在上次接种流感疫苗后 6 周内发生过 GBS，有中度或严重的急性疾病（伴有

或不伴有发热），则应慎用 TIV。如受种者在上次接种流感疫苗后或对疫苗某一

                                                        
39 Palma P et al. Safety and immunogenicity of a monovalent MF59®-adjuvanted A/H1N1 vaccine in 

HIV-infected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Biologicals, 2012, 40:134–139. 
40 科研证据分级表 5a. Is influenza vaccine versus placebo or non-influenza vaccine in health care worker 

effective to prevent influenza infection of health care worker themselves? 见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 

position_papers/influenza_grad_efficacy_HCW.pdf 
41 科研证据分级表 5b. Is influenza vaccine versus no intervention in health care worker effective to prevent 

influenza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resi- dents of long term care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见
http://www.who.int/im- munization/position_papers/influenza_grad_impact_elderly_HCW_vaccination.pdf 
42 Neuzil KM et al. Efficacy of inactivated and cold-adapted vaccines against influenza A infection, 1985 to 1990: 

the pediatric experience. The 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 Journal, 2001, 20:733–740. 
43 France EK et al. Safety of the trivalent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 among children: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2004, 158: 1031–1036. 
44 Vellozzi C et al. Safety of trivalent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s in adults: background for pandemic influenza 

vaccine safety monitoring. Vaccine, 2009,  27:2114–2120. 
45 Englund  JA et al. Maternal immunization with influenza or tetanus toxoid vaccine for passive antibody 

protection in young infants. 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993, 168:647–656. 
46 Zaman  K et al. Effectiveness of Maternal Influenza Immunization in Mothers and Infant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8, 359:1555–1564. 
47 科研证据分级表 6. Is influenza vaccines safe for use in pre- gnant women? 见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osition_papers/in- fluenza_grad_safety_pregnancy.pdf. 
48 Partinen M et al. Increased incidence and clinical picture of childhood narcolepsy following the 2009 H1N1 

pandemic vaccination campaign in Finland.  PLoS One, 2012, 7:e33723. 
49 Juurlink DN et al.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after influenza vaccination in adult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2006, 166:2217–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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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包括鸡蛋蛋白）有严重变态反应 (如过敏反应），则为 TIV 接种禁忌。 

 

流感减毒活疫苗（LAIV） 

经鼻接种的流感减毒活疫苗已经在俄罗斯成功使用达 50 多年。目前俄罗斯

使用的三价冻干疫苗是基于冷适应、由 A 型供体病毒和推荐的季节性 A(H1N1)

和 A(H3N2)疫苗株重组后的减毒活病毒疫苗。这些 A 型流感病毒疫苗株与类似

的季节性 B 型流感重组株结合。对温度敏感的疫苗病毒在相对较冷的鼻咽部环

境里复制很好，但在下呼吸道（温度接近体温）复制不佳。 

2003 年，一种基于其他减毒 A 型供体病毒的冷适应三价流感减毒活疫苗

（CAIV-T）在美国注册上市。该疫苗经鼻接种，主要用于 2~49 岁健康人群，为

单剂包装，不含防腐剂，必须贮存于 2–8°C。制造商建议仅接种 1 剂，但如受种

者年龄在 2–8 岁、既往未接种任何季节性流感疫苗，应接种 2 剂，且间隔时间至

少 4 周。 

 

流感减毒活疫苗（LAIV）的效力/效果 

有关俄罗斯三价 LAIV 效力的一系列对照试验涉及约 13 万名 3~15 岁儿童，

结果表明：ILI 发病率在接种组比对照组低约 30%~40%。50
TIV 和 LAIV 在俄罗

斯≥60 岁成人接种后显示出相似的效力：分别为 50%和 51%。51经鼻接种单剂

LAIV 在成人和 3 岁以上儿童显示出很高的效力。52
 

一项 Cochrane综述纳入了多项评价 LAIV 应用于 2 岁以上健康儿童的随机对

照试验，发现 LAIV 对于实验室确诊流感的效力为 82%（95%可信限：71%-89%），

可使 ILI 发生率降低，效果为 33%（95%可信限：28%-38%）。灭活疫苗的效力

较低，仅为 59%（95%可信限：41%–71%），但效果很接近，为 36%（95%可信

限：24%-46%）。53研究发现，在学校门诊为 5~11 岁儿童接种 LAIVs，也可为其

所在整个社区提供间接保护。54
LAIV 预防 2~6 岁以下儿童流感感染的效力相关

的科研证据分级见表 7。55
 

有关 LAIV 预防老年人实验室确诊流感的效力/效果，尚缺乏文献记录。56
 

在 12~15 月龄儿童中同时接种美国 LAIV、麻疹疫苗、 流行性腮腺炎疫苗和

风疹疫苗或水痘疫苗，未发现不同免疫原性彼此干扰的现象。9
 

目前尚未确定 LAIV 的血清学保护水平。 

 

LAIV 的安全性 

                                                        
50 Rudenko LG et al. Clin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evaluation of a live, cold-adapted influenza vaccine for 

3-14-year-old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6, 74:77–84. 
51 Rudenko LG et al. Immunogenicity and efficacy of Russian live attenuated and US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s used alone and in combination in nursing home resi- dents. Vaccine, 2000, 19:308–318. 
52 Alexandrova  GI et al. Recombinant cold-adapted attenuated influenza  A vaccines for use in children: 

reactogenicity and antigenic activity of cold-adapted recombi- nants and analysis of isolates from the vaccinees. 

Infection and Immunity, 1984, 44:734–739. 
53 Jefferson  T et al. Vaccines for preventing influenza in healthy children.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ic 

Reviews, 2008, 16:CD004879. 
54 Glezen WP et 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iveness of influenza vaccination delivered to children at school 

preceding an epidemic caused by 3 new influenza virus variants. 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10, 

202:1626–1633. 
55 科研证据分级表 7. Is live attenuated influenza  vaccine (LAIV) versus placebo or no intervention effective to 

prevent influenza infection in children aged 2 to below 6 years? 见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osition_ 

papers/influenza_grad_ _LAIV_children.pdf 
56 Osterholm MT et al. Effic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fluenza vaccin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2012,12: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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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俄罗斯 LAIV 的多项研究涉及 13 万名 3~15 岁的儿童；这些儿童在接种

疫苗后，除一过性发热反应（发生率低于 1%）外，未发现任何严重的不良事件。
50 美国生产的 LAIV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一过性流涕/鼻塞和低热，且其发生率与

对照组很接近。但接种 LAIV 后，有临床意义的气喘的发生率在 6~23 月龄儿童

有所升高，但在 2 至 5 岁儿童则未出现这一现象。因此,目前美国不建议为 6~23

月龄儿童接种 LAIV。57
 

经鼻接种 LAIV 后，儿童会排出 LAIV 毒株，排毒时间自 1 天到 21 天不等，

平均排毒期为 7~8 天。疫苗病毒株传播至未免疫的暴露人群的情况罕见，从目前

来看也无公共卫生意义。 

南非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探讨了 LAIV 在≥60 岁成人中接种的安全性；该研

究发现，在接种后11天内，不良反应事件在LAIV组中要高于安慰剂组（P=0.042)，

相关症状包括流涕/鼻塞、 咳嗽、咽痛、头痛、肌肉疼痛、疲倦和食欲下降。但

是，严重不良事件的比率在 LAIV 组和安慰剂组差别不大。58
 

发生流感并发症风险较高的人群意外暴露于 LAIV 后，并未观察到重大不良

事件或延长排毒现象。流感相关并发症高危人群的接触者可接种 LAIV。9
 

接种 LAIV 的禁忌证包括哮喘、对鸡蛋过敏、格林-巴利综合征史、长期使用

阿司匹林治疗且年龄在 18 岁以下的患者以及晚期免疫抑制患者。 

 

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成本效果 

目前，多数关于流感疫苗接种的成本效果分析集中在高收入国家，其结果可

能并不适用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纳入了多项成本效果分析的系统综述

发现，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具备成本效果，或可节省费用，59尽管这些研究之间

方法学存在差异，因而难于进行比较。此外，儿童接种流感疫苗的经济学评估普

遍发现，这一策略是能节省费用或具备成本效益的。美国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儿童

接种 TIV 或 LAIV 的经济学指标，发现两种疫苗所节省的费用相近；同时，两种

疫苗在大龄儿童中接种所需的费用均高于幼龄儿童。60孕妇流感疫苗免疫接种规

划具有成本效果；61而为合并患有其他疾病的孕妇接种流感疫苗，同样能节省费

用。62
 

 

世卫组织的立场和建议 

尽管接种流感疫苗主要是为了保护脆弱高危人群免于发生严重的流感相关

疾病和死亡，但全球流感发病率高，患病者远远不只这些群体，因而成为严重影

响社会经济的公共卫生问题。  

目前国际可获得的用于控制季节性流感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并有可能显著

降低流感年发病率和死亡率。 

虽然许多国家在评估流感总的流行病学情况时可能需要依靠超国家/区域性
                                                        
57 Belshe  RB et al. Live attenuated versus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7, 356:685–696. 
58 De Villiers PJ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 live attenuated influenza vaccine in adults 60 years of age and older.  

Vaccine, 2009, 28:228–234. 
59 Postma MJ et al. Further evidence for favorable cost-effectiveness of elderly influenza vaccination.  Expert 

Review of Pharmacoeconomics and Outcomes Research, 2006, 6:215–227. 
60 Prosser LA et al. Health benefits, risks,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influenza vaccina- 

tion of childre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006, 12: 1548–1558. 
61 Jit M et al.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vaccinating pregnant women against seasonal influenza in England and 

Wales. Vaccine, 2010, 29:115–122. 
62 Skedgel C et al. An incremental economic evaluation of targeted and univers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in 

pregnant women. 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1, 102:44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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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但是各国在决定是否使用流感疫苗时将依据本国的能力和资源而定。各

国有关高危人群、疾病负担，以及疫苗接种成本-效果的具体信息十分重要，可

帮助国家卫生决策者和卫生规划制定者确定疫苗接种的目标人群、疫苗接种时间

安排。 

对于拟启动或推广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国家，世卫组织建议应考虑将

妊娠期妇女列为最优先接种对象。需要考虑接种的其他高危人群包括：6-59 月龄

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医务人员（排序不分先后）。已有针对任何上述高

危人群实施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规划的国家应当继续这项工作，并将妊娠期妇女

免疫接种纳入该规划。 

孕妇在妊娠任何阶段均应接种 TIV。此项建议是基于以下证据：孕妇罹患严

重流感的风险巨大；同时，证据也表明季节性流感疫苗在整个妊娠期接种均是安

全的，可有效预防孕妇及其婴儿罹患流感，而季节性流感的疾病负担在婴儿中也

很高。孕妇接种流感疫苗的其他考虑包括：操作的可行性、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为孕妇提供破伤风类毒素疫苗接种的现行机制，以及加强母亲免疫接种规划的

机会。 

6 月龄以下的儿童不适合接种现有已获上市许可证的流感疫苗，应该通过母

亲孕期接种和确保对婴幼儿密切接触者接种流感疫苗，以限制流感病毒传播至婴

幼儿，使其得到保护。 

6~23 月龄的儿童严重流感的疾病负担很高，在有充足的资源并充分虑及竞争

性的卫生保健优先事项和操作的可行性时，应考虑纳入流感疫苗接种的目标人

群。该年龄组人群尚未感染过流感，为其预防流感目前是一项挑战，因为有效的

免疫接种需要 2 剂次，且高度依赖于疫苗株与流感病毒流行株的匹配程度。未来

新开发的疫苗（无论是含佐剂的疫苗还是减毒活疫苗）可望更有效地激发免疫应

答反应，从而进一步增加接种流感疫苗的效益，并有望在这一年龄组不再需要接

种 2 剂次。 

2~5 岁的儿童流感的疾病负担也很高，但低于 2 岁以下儿童组。2~5 岁的儿

童接种 TIV 后，其免疫应答反应通常要优于更年幼的儿童；LAIV（如可获得）

可为该年龄组提供更广、更高的保护水平。 

老年人（≥65 岁）因罹患流感而死亡的风险最高，为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传

统上也一直是流感疫苗政策的重点。目前老年人继续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重要目标

人群。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现有流感疫苗在老年人中的有效性不如年轻成

人，但疫苗接种仍是目前可以得到的保护老年人免于罹患流感的最有效的公共卫

生工具。 

特定慢性病患者发生严重流感的风险很高，因此继续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适当

目标人群。但是，确定这些患者并为其提供流感疫苗接种往往较为困难，且需要

相当大的努力和投入。在某些地方，土著居民可能被认为是接种流感疫苗的优先

人群，因为他们发生流感感染的风险较大，且其慢性病患病率也高于平均水平。 

医疗卫生保健工作者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重要优先人群，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

流感流行期保护他们个体、维持卫生保健服务，也有利于减少流感传播至脆弱患

者群体的机会。应考虑将医疗卫生保健工作者接种流感疫苗作为更广的控制医疗

机构内感染政策的一个部分。 

任何上述高危人群中的国际旅行人员，应将流感疫苗纳入常规免疫接种规

划，特别是在流感流行季节。 

TIV 的接种采用肌内注射方式（皮内注射制剂除外）。6 至 35 月龄的儿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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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儿童剂量。对未接种过流感疫苗的 9 岁以下儿童，应注射两次，间隔时间至

少 4 周。9 岁及以上学龄儿童和健康成人接种一次即可。LAIV 以鼻腔喷雾的方

式接种，只须接种 1 剂次，但对上个流感流行季节未接种过季节性流感疫苗的

2~8 岁的儿童，应接种两次，时间间隔至少 4 周。可能对 B 型流感病毒提供更广

泛保护的四价流感疫苗即将上市供应，因此，世卫组织的建议不应局限于三价疫

苗配方制剂。 

建议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如疫苗病毒株相同，则称为复种），尤其是高危人

群。 

除非受种者对疫苗成分过敏，TIV 的使用无禁忌证。LAIV 的禁忌证除了受

种者对疫苗成分的过敏反应外，还包括患有严重哮喘的儿童、处于晚期免疫缺陷

的患者。虽然 LAIV 已被认定在健康成人中接种是安全、有效的，但该疫苗在孕

妇中使用的安全性目前尚无充分证据。 

为了在健康年轻人群（包括孕妇和低龄儿童）中成功引进流感疫苗，需要有

效的健康教育规划，以及信息交流和沟通。全年都能提供流感疫苗（包括北半球

和南半球的疫苗配方）是实施孕妇流感疫苗免疫接种规划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加

强季节性流感疫苗免疫接种规划将有助于为大流行性流感疫苗的引进做好规划

方面的准备。 

流感监测平台对于监测和宣传和交流引进季节性流感疫苗所产生的影响来

说至关重要。应开展高危人群接种流感疫苗的经济学方面结果的建模研究，尤其

是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 

 

 

 

 

 

            （Weekly Epidemiological Record, No.47, 2012, 87, pp. 461-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