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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流感监测和反应系统国家流感中心的关键作用之一是及时与亚特兰大（美国）、

北京（中国）、伦敦（英国）、墨尔本（澳大利亚）或东京（日本）的世卫组织流感参考

和研究合作中心1（附件 1）共享季节性流感病毒。 

国家流感中心接收从流感样疾病或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收集的临床标本，并对流

感病毒的存在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尝试分离病毒。国家流感中心应选择一些代表性流感病

毒阳性标本或病毒分离株与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共享，由这些中心对病毒的详细抗原和基因

特征进行鉴定。任何与人类感染相关的不可分型流感病毒也应与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共享。 

季节性流感病毒共享的重要性 

 

与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共享病毒的目标是： 

1. 监测流感病毒的进化，以便为与不断变化菌株相关的流行病风险评估提供信息； 

2. 就相关的下一个季节使用的流感疫苗组合提出建议； 

3. 评估和监测抗病毒药物敏感性并调整风险措施； 

4. 更新用于全球病毒检测的诊断试剂和方案； 

5. 维持和加强全球病毒监测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包括大流行应对措施。 

流感病毒共享的及时性至关重要。 

目前的疫苗是减少流感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干预措施，必须及时更新才能有效。世

卫组织通过疫苗协商会发布半年一次的疫苗组合建议。国家疫苗监管机构和制药公司使用

这些建议对流感疫苗进行研发、生产和颁发许可证。这些世卫组织会议讨论流感疫苗组

合，于 2 月至 3 月和 9 月至 10 月举行，分别用于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流感季节。与全球流

感监测和应对系统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及时共享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标本和/或季节性流感

病毒分离株至关重要，以便从病毒中获取数据，在这些一年两次的疫苗协商会中及时得到

充分利用，从而有助于选择最合适的候选病毒用于疫苗研发。 

立即与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共享任何不可分型的病毒，将有助于快速识别任何新出现

的流感病毒，评估相关风险并及时指导风险缓解措施。 

                                                           
1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collaborating_centres/list/en/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collaborating_centres/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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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流感病毒阳性标本和/或病毒分离株，运往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世卫组织

合作中心（附件 2） 

 

理想情况下，应为每批货物选择在发货前 4-8 周内收集的最多 40 种流感病毒阳性

临床标本或代表不同流行病毒类型/亚型或世系的病毒分离株。每年至少需要 

运送两批货物，并鼓励每年运送四批货物。 

 

应当提交病毒分离株、流感病毒阳性临床标本，还是两者都要提交？ 

1. 鼓励国家流感中心进行病毒培养，但许多国家流感中心并不常规执行此操作。因

此，流感病毒阳性临床标本应提交给世卫组织合作中心。 

2. 如果国家流感中心确实进行病毒培养，那么发送病毒分离株及其相应的临床标本

（即成对的分离物和标本）是有价值的。 

3. 原因是： 

a. 提供流感病毒阳性临床标本有助于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在组织培养中分离病毒

以进行抗原和基因特征鉴定，并试图在鸡胚或合格细胞培养物中分离病毒，

从而产生可能用作疫苗种子株的鸡胚分离株或合格细胞分离株； 

b. 提供病毒分离株加大了世卫组织合作中心进一步培养病毒的可能性，因为病

毒培养并不总能成功地用于流感病毒阳性临床标本； 

c. 如果国家流感中心难以分离某些病毒（例如甲型（H3N2）），则共享流感

病毒阳性临床标本就能够通过序列分析进行基因特征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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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发送病毒的标准是什么？ 

1. 如果检测到以下病毒，就必须包含在发送的病毒中： 

a. 任何不能使用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更新分析法进行亚型分类的甲型流感

病毒都可能表明有新的病毒或实质性的抗原变化或基因变化。因此，必须立

即将这些病毒发送到世卫组织合作中心。 

2. 选择发送的病毒应包括最近（4-8 周内）收集的标本，并反映在相应时间内传播

的每种类型/亚型的比例，包括以下样本（如有）： 

a. 不同年龄组； 

b. 国内不同的地理位置； 

c. 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 

d. 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 

e. 非典型肺炎病例； 

f. 不寻常的疫情（例如在温带国家的夏季等预期的季节之外发现病例）； 

g. 临床上显著的病例（例如致命病例、接种疫苗的患者、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

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已知对抗病毒药物具有耐药性的病毒）。 

3. 应选择具有病毒载量较高的临床样本（即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循环阈值

≤30），因为当标本循环阈值远高于 30，病毒分离通常不成功。鼓励在实验室内

适当保存标本（建议温度为-80°C），因为这可进一步加大成功产生病毒分离株

的可能性。 

4. 不应将同样的病毒发送给多个世卫组织合作中心。 

 

将流感病毒发送到世卫组织合作中心的最佳时机是什么？ 

重要的是，要提供最新传播的流感病毒的最大可能数据量，供 2 月和 9 月的每次疫苗

协商会考虑。为此，病毒分离株或流感病毒阳性标本应在疫苗协商会前 4-8 周发送，使世

卫组织合作中心能够及时处理病毒并生成必要的数据。 

四批货的推荐发送时间如下： 

1. 第一批货：12 月至 1 月中旬（最迟时间） 

2. 第二批货：7 月至 8 月中旬（最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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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和第四批货：这些货的发货时间较灵活，可以基于当地流感季节的时间和可

能发生的任何异常事件。例如，这些货可能包括涉及以下情况的样本： 

a. 流感季节初期（南半球的季节初期为 4 月至 5 月；北半球的季节初期为 9 月

至 10 月）； 

b. 季节末期（北半球的季节末期为 4 月至 5 月；南半球的季节末期为 9 月至 10

月）； 

c. 任何异常事件（如医疗机构中的疫情、严重病例等）。 

 

由谁支付向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发送流感病毒的运费？ 

 

世卫组织全球流感规划能够支付每年四次2从国家流感中心向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发送

季节性流感病毒或流感病毒阳性标本的运费。联系世卫组织全球流感规划（gisrs-

whohq@who.int 或 fusterc@who.int）、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或将接受货物的世卫组织合作

中心，就可以为额外批次的货物获得支持。（附件 3）。 

国家流感中心可以选择任何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世卫组织合作中心作为收货方。

但是，出于物流或其它原因，世卫组织全球流感规划或区域办事处可能会建议其它世卫组

织合作中心作为收货方。 

 

 

 

 

 

 

 

 

  

                                                           
2 每年的最大发货批次数可根据可用的财政资源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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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世卫组织合作中心的详细联系方式 

Jacqueline Katz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the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of Influenz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Other Respiratory Diseases 

Influenza Division  

1600 Clifton Road, A-20  

Atlanta, Georgia 30329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ax: +1 404 639 0080 

Email: influenzavirussurveillance@cdc.gov  

http://www.cdc.gov/flu/  

Kanta Subbarao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Reference and Research on Influenza  

Victorian Infectious Diseases Reference Laboratory 

Peter Doherty Institute for Infection & Immunity 

792 Elizabeth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Fax: +613-9342 9329  

Email: whoflu@influenzacentre.org   

http://www.influenzacentre.org/   

 

Dayan Wang 

世卫组织流感参考和研究合作中心 

中国国家流感中心 

国家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北京市昌平区昌百路 155 号 

邮编：102206 

传真：+86 10 5890 0851 

电子邮件：whocc-china@cnic.org.cn 

http://www.cnic.org.cn 

 

  

mailto:influenzavirussurveillance@cdc.gov
http://www.cdc.gov/flu/
mailto:whoflu@influenzacentre.org
http://www.influenzacentre.org/
mailto:whocc-china@cnic.org.cn
http://www.cni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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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cCauley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Reference and Research on Influenza 

The Francis Crick Institute 

Worldwide Influenza Centre (WIC) 

1 Brill Place 

LONDON NW1 1BF 

United Kingdom 

Tel: +44 203 796 1520 (JMcC), 203 796 2444 (RD), 203 796 0563 (WIC) 

Email: whocc@crick.ac.uk  

https://www.crick.ac.uk/research/worldwide-influenza-centre/  

 

Takato Odagiri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Reference and Research on Influenza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NIID) 

Influenza Virus Research Center 

4-7-1 Gakuen  

Musashi-Murayama-shi 

Tokyo 208-0011 

Japan  

Fax: +81 42 561 6149 or +81 42 565 2498 

Email: whocc-flu@nih.go.jp  

http://idsc.nih.go.jp/index.html  

  

mailto:whocc@crick.ac.uk
https://www.crick.ac.uk/research/worldwide-influenza-centre/
mailto:whocc-flu@nih.go.jp
http://idsc.nih.go.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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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选择和发送病毒到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世卫组织合作中心的实

用图表 

 

  

选择病毒发送给世卫组织合作中心 

理想情况下，每批货应包括最多 40 种病毒。每年四批货就是每年
运送最多 160 种病毒。 

选择发送病毒的标准是什么？ 

□ 最新的季节性病毒 

√ 可能时，发送的病毒应反映最近传播的每一类

型/亚型的比例 

□ 无法进行亚型分类的甲型流感病毒 

□ 在血凝抑制试验或病毒中和试验中反应程度很

低的病毒 

√ 可能时，包括来自以下方面的病毒： 

 不同性别、年龄组和地点 

 不同区域 

 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急性呼吸道感染和非典

型肺炎病例 

 不寻常的疫情 

 临床上显著的病例 

尽可能向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发送 

代表性分离株和/或临床标本 

病毒分离株 

 

协助世卫组织合作 

中心进一步分离 

收到的病毒，以便 

能够开展血凝抑制 

和神经氨酸酶抑制 

敏感性分析和基因组 

测序方面的分析 

临床标本 

 

协助世卫组织合作 

中心生成疫苗种子 

病毒（合格细胞中 

基于鸡胚和细胞的 

候选疫苗病毒）和 

开展基因组测序 

 

 

及时向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发送病毒 

为了及时分析流感病毒供每年两次更新疫苗组合建议，

应当在世卫组织两次协商会之前 4-8 周送货，即在： 

 12 月和 1 月中旬 

 7 月至 8 月中旬 

 4-5 月，针对北半球季节末期或南半球季节初期的样本* 

 9-10 月，针对南半球季节末期或北半球季节初期的样本* 

*后两批货的发货时间是灵活的，例如在流感季节初期或末期，或者在不寻常的事件之后 

世卫组织运输流程 

填写订舱单并用电邮发送 

世界速递 

和 

世卫组织 

世界速递将联系国家流感中心，安排 

在一周内收货，协助文件记录并应要求 

提供包装、标签和干冰。 

联系世卫组织合作中心 
填写样本提交表格（由世卫组织合作中心 
提供）并通过电邮将表格发送给合作中心，

告知发货情况。 

准备发货 
给样本试管适当贴上标签，按照国际规定 

进行包装，并随货物一起提供样本 
提交表格。 

在可能时，提供 0.5-1.0ml 的

临床标本和 1.0-2.0ml 的 

病毒分离物 

1 月 

12 月 2 月 

11 月 3 月 

10 月 4 月 

9 月 5 月 

8 月 6 月 

7 月 

 

在可能时，要发送 
循环阈值﹤30 的 
标本，并避免多次 
冷冻和解冻循环 

世卫组织现资助每年向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发送 4 批货 

最新的样本与疫苗组合建议的制定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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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运输流程 

 

世界速递（World Courier）是与世卫组织全球流感规划签订合同将病毒分离株或流感

病毒阳性标本从国家流感中心转运至世卫组织合作中心的公司。所有指定的国家流感中心

都可以利用世卫组织的资金和世界速递的服务，以便将流感病毒运送到全球流感监测和应

对系统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如果实验室未被指定为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国家流感中

心，或者在其国家内无法使用世界速递，则应联系其相应的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或世卫组

织全球流感规划，电子邮件地址为 gisrs-whohq@who.int（ fusterc@who.int，Christian 

Fuster 收），以便商谈使用世卫组织资金或解决向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发货的相关问题。 

 

如何预订发货 

 

要预订发货，国家流感中心应填写并提交订舱单（附件 4），送交给日内瓦世界速递

办事处和世卫组织全球流感规划（电子邮件地址列在订舱单中）。请填写要求的所有信息

以避免任何延误，包括提货联系人的联系信息。 

当地的世界速递代理商将与国家流感中心联系，安排在一周内取货。快递公司将协助

办理运送所需的托运单、海关表格和商业发票。世界速递代理商还将应要求提供所有相关

的包装、标签和干冰。 

国家流感中心应与世卫组织合作中心联系，告知它们有意发送样本。大多数世卫组织

合作中心都有特定的样本提交表格，以便为要发送的标本提供病毒学、流行病学和患者相

关信息。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可应要求提供样本提交表格。填写完毕后，样本提交表格应

随货物一起提供，并在运送样本之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世卫组织合作中心。 

 

样本的准备和包装 

 

样本试管应使用不可擦除的墨水或印刷标签清楚地标记，备有干冰，并按照国际传染

性物质运输规定3进行包装（三重包装系统）。填写完毕的样本提交表格应随货物一起提

供。 

病毒分离株和流感病毒阳性标本应在-70°C 至-80°C 的温度下储存，这就是需要用干

冰运输的原因。在-20°C 或 2-8°C 的温度下运输或储存病毒会导致病毒活力下降，因此不

建议这样做。在可能的情况下，标本不应反复冷冻和解冻，因为这也会导致病毒活力下

降，并会限制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分离病毒的可能性。建议运送 0.5-1.0ml的临床标本和 1.0-

2.0ml 的病毒分离物上清液。 

                                                           
3 http://www.who.int/ihr/capacity-strengthening/infectious-substances/en/  

http://www.who.int/ihr/capacity-strengthening/infectious-substanc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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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订舱单 

世卫组织流感运输基金项目 
 

订舱单 
（每批货一份订舱单） 

！请仔细填写本表 ！ 

订舱单发送信息 

日期：    单位：     页数： 

填写人： 电邮  传真 

承运方：瑞士日内瓦世界速递公司   电邮：opsgva@worldcourier.ch 

       传真：+41-22-827.30.70 

抄送：世界卫生组织 – 全球流感规划，   电邮：fusterc@who.int 

Christian Fuster 先生     电邮 gisrs-whohq@who.int 

       传真：+41-22-791.48.78 

要求的提货日期： 

 

提货联系人 

姓名：     电话： 

电邮： 

 

提货地点     交货地点 

机构 

 

街 

区     世卫组织合作中心所在地： 

市/邮编 

国家 

姓名 

电话 

页码：1 

mailto:opsgva@worldcourier.ch
mailto:fusterc@who.int
mailto:电邮gisrs-whohq@wh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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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流感运输基金项目 

运输细节 

世卫组织账户：#696002 研究/方案：世卫组织 

请在相关的框内扎勾 

□ B 类生物物质（UN3373）1[干冰] 

□ A 类影响人类的传染性物质（UN2814）2[干冰] 

其它 3 

 

小瓶和 MLS 数量： 

内部包装数量和尺寸（如有）： 

注：当地世界速递办事处或其代理商将为运输提供干冰、充足的包装材料和

文书工作（House Air Waybill, DG 表格）。 

备注： 

 

谨致问候        打印表格 

 

1运输以下物质时，应在本框内扎勾：（含有甲型（H5N1）的诊断标本或诊断用的季节性甲型流感（H3N2）、甲型

流感（H1N1）、乙型流感标本或季节性甲型流感（H3N2）、甲型流感（H1N1）、乙型流感病毒分离株。 
2仅在运输甲型（H5N1）病毒分离株[高度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仅允许运输培养物）]时，才应该在本框内扎勾。 
3当不用干冰（-70°C）运输，应在本框内扎勾。请标明类别（A或 B）以及温度条件：冰袋（0°C 至+4°C）或常规室

温（18°C 至 25°C）或干式液态氮罐（-210°C 至-195°C）。 

如果不能确定应在哪个框内扎勾，请在发送表格之前与 fusterc@who.int 联系。 

 

页码：2 

mailto:请在发送表格之前与fusterc@who.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