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国家免疫规划管理者和决策者	
介绍手册

如何对医务人员实施季节性 

流感疫苗接种

家庭、妇女和儿童卫生部门（FWC）

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品部



本文件由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品部的疫苗研究行动小组编写

如何对医务人员实施季节性 流感疫苗接种 
[How to implement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of health workers]

ISBN 978-92-4-551559-3
出版日期：2019年5月

此出版物可从以下网址获得：https://apps.who.int/iris/

本文件的副本以及关于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品的 补充材料可向以下地址获取：

世界卫生组织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品部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Immunization, Vaccines and Biologicals 
CH-1211 Geneva 27, Switzerland 

传真：+ 41 22 791 4227； 电子邮件：vaccines@who.int 

© 世界卫生组织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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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d.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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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医务人员实施季节性 流感疫苗接种 [How to implement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of health workers]。日内
瓦：世界卫生组织；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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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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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vaccines%40who.int?subject=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igo/deed.zh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igo/
http://apps.who.int/iris
http://apps.who.int/bookorders
http://www.who.int/about/licensing


I

致谢

本手册由Thomas Cherian、 Carsten Mantel、 MMGH咨询公司 以及Philipp 

Lambach（世界卫生组织 / 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品）共同编写，并经由独立专家咨询小

组审阅和完善：Salah Al Awaidy、Silvia Bino、Joseph S. Bresee (chair)、Supamit 

Chunsutt iwat、Daouda Coul ibaly、Luzhao Feng、Rachel Hale、Shabir 

A. Mahdi、Helena C. Maltezou、Kelly Moore、Jonathan Nguyen-Van-Tam、Saad 

Omer、Gregory Poland、Sabine Wicker。Kelly Moore和 Chris Morgan都是WHO免疫

实践咨询委员会的顾问代表。顾问：Thomas Cherian、Carsten Mantel。其他专

家：Birte Bödeker、Susan Y. Chu、Sara Hamid、Kathryn Lafond、Kathleen 

Morales、Julia Neufeind、Susan Wang。

世界卫生组织：Philipp Lambach、Onyema Ajuebor、Ms Phionah Lynn Atuhebwe、 

Philip Gould、Shalini Desai、Julia Fitzner、Martin Howell Friede、Shoshanna 

Goldin、James Dawson Heffelfinger、Raymond Hutubessy、Ivan Dimov Ivanov、 

Pernille Jorgensen、Melanie Marti、Hasan Qamrul、Lisa Menning、Ann Moen、 

Liudmila Mosina、Andreas Alois Reis、Alba Maria Ropero Alvarez、Claudia Steulet、 

Nadia Teleb。

该手册的编写和试发行的资金支持由疾病控制预防和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提供，该中心向世界卫生组织的疫苗行动计划提供资金

支持（U50 CK000431）。



II

目录

摘要 1

关于本手册 2

目标	 2

受众	 2

全文结构	 3

主要相关文件	 4

1. 背景和原理 5

医务人员的流感疫苗接种现状	 5

关于医务人员接种流感疫苗原理的证据快速评估概要	 6

医务人员感染流感的风险和疫苗接种影响的证据	 6

医务人员向患者传播感染的证据和疫苗接种的影响	 7

增加医务人员疫苗接种的干预措施证据	 7

流感疫苗的全球行动计划	 8

2. 制定一项为医务人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政策 10

决策过程	 10

决策考虑因素	 12

明确疫苗接种的公共卫生目标	 12

制定国家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13

特征化接种目标群体	 14

为医务人员制定免疫接种政策	 15

与职业卫生政策相结合	 17

疫苗产品的选择、接种计划和时间	 19

明确衡量监测和定义监测和疾病影响的指标	 19



III

3. 规划和管理医务人员的疫苗接种 21

规划疫苗的成功引入	 21

成本核算和筹资	 22

为计划过程提供信息的形成性研究	 24

宣传和疫苗接受度	 25

医疗卫生机构层面的宣传	 27

医疗卫生机构层面的需求生成	 28

疫苗采购和供应链管理	 30

疫苗采购	 30

疫苗产品的选择和介绍	 31

物流和冷链管理	 32

医务人员的接种	 33

培训疫苗接种小组	 34

4. 监测和评估 35

开发和更新信息系统	 35

覆盖率监测	 35

AEFI监测	 38

监测和评估疫苗接受度	 39

疫苗影响监测	 39

引入后评价	 41

参考文献 42

附录1.	不参加表格的样表	 46

附录2.	规划医务人员免疫接种的补充清单：国家	层面适合当地使用	 47

附录3.	卫生机构清单	 49

附录4.	对医务人员进行调查的调查问卷样卷	 50

附录5.	宣传和需求生成：开发内容的方法分层	 52



1

摘要

医务人员感染流感的风险高于一般人群。在医务人员中，除了发病率之外，流感感染也可

能导致缺勤率增加、带病出勤1 和医疗服务的中断。此外，感染流感的医务人员可能会造成院

内传播导致患者感染，其中包括那些会发生重症流感疾病和并发症的高危人群。因此，世界

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认为医务人员是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的优先

目标群体。此外，对医务人员接种流感疫苗有助于防范流感大流行。最后，研究表明接种过

流感疫苗的医务人员更有可能向患者推荐接种疫苗。

该手册可为那些针对医务人员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的国家政策制定者充当一项资源。它

提供了指导和现有工具的目录，用以促进医务人员流感疫苗接种的政策制定、规划、执行、

监测和评价。该手册的内容旨在补充WHO在2014年发布的《在国家免疫规划中添加新疫苗的

原则和考虑：从决策到实施和监测》文件。

该手册的主要目标受众包括国家决策者、国家卫生规划人员、免疫和职业卫生的国家规划

的管理人员，以及负责职业卫生、医务人员免疫接种和医院内感控制的人员。免疫管理人员

与职业卫生和感染控制项目之间的密切合作对于优化疫苗的接种，和对卫生机构的流感控制

采取协调一致的综合方案至关重要。

该手册总结相关证据和理由，提供关键问题的指导，并列出了医务人员流感疫苗接种的可

用工具，涵盖疫苗引进和管理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1.	为医务人员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制定循证的国家政策。

2.	医务人员流感疫苗接种的计划和管理。

3.	监测和评价，包括评估疫苗接种的覆盖率、免疫接种后不良事件的监测、影响评价和

引入后 评价。

作为本手册的补充，我们还以会议报告的形式提供了负责撰写本手册的独立专家咨询小组

的讨论和解读。该报告总结了关键的问题，包括政策考虑因素，支持卫生工作者接种疫苗的

证据；卫生工作者的分类和优先次序；疫苗接种策略的选择；将其整合入更广泛的卫生工作

者疫苗接种和职业卫生政策； 疫苗接种的计划和管理，特别是沟通和需求产生的方式方法；

以及监测和评估卫生工作者疫苗接种的挑战，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2

1 带病出勤是指处于生病期间的医务人员照常工作，但工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下降，并对其护理的易感患者构成风险。

2 Cherian T. et al. Factor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of health 
workers: Report from a WHO meeting, January 16–17, Berlin, Germany. Vaccine. 2019;37(43):6255–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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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手册

目标

该手册作为资源和可用工具目录，帮助国家官员决策、规划、实施和监测医务人员的

流感疫苗接种，从而达到最佳的疫苗接种率。它并不是一份规范性文件，而是阐明了支持

政策制定、疫苗接种规划和管理、医务人员流感疫苗接种的监测和评估的一般原则和关键

考虑。

该手册也概述了可确保将医务人员的流感疫苗接种纳入现有国家职业卫生政策和卫生

机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体系的措施。手册还讨论了医务人员接种流感疫苗的机会，从而

进一步推广监测和优化国家职业卫生政策中所有干预措施的使用情况的综合办法。此外，

手册还涉及到了医务人员接种疫苗与流感大流行防范的关系和作用。

医务人员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不同于其他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因为流感疫苗需

要每年接种。然而，该手册的内容可能与医务人员的常规疫苗接种有一定关系，尤其是关

于疫苗接种规划和管理、监测和评价的章节。

受众

该手册的主要目标受众包括： 

1.	国家决策机构和卫生规划人员；

2.	国家和地方各级免疫、感染控制和职业卫生规划的管理人员以及在卫生机构负责职

业卫生和感染控制的人员；

3.	医务人员和雇主所在的组织机构。

虽然本文件的不同章节可能与某些群体的相关性更大，但是由于某一专题的信息可能会

在手册中其他章节中找到，所以建议将本文件视为一个整体进行阅读。

该文件也可能对其他对免疫接种和职业卫生感兴趣的受众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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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结构

该手册由图1中概述的四个部分组成。但为了全文的清晰和完整，有些章节之间存在一

些重叠，并对其他相关章节作了交叉引用。

图1：文件结构

制定政策
疫苗接种的
规划和管理

监测和评价
前⾔，
背景和
理由

• 关于该⼿册，包括
⽬的和⽬标受众

• WHO对于流感疫
苗接种的政策推荐

• 医务⼈员疫苗接种
现状

• ⽀持医务⼈员疫苗
接种证据的总结

• 流感疫苗的全球
⾏动计划

• 决策的考虑

• 定义疫苗接种的
⽬的

• 医务⼈员分类和
优先权

• 制定疫苗政策框架

• 结合职业卫⽣政策

• 产品选择和疫苗
接种时机

• 递送选项和优化
覆盖率策略

• 定义监测和影响
评估⽬的

• 成功引⼊疫苗的
计划

• 成本和筹资

• 为规划过程提供
信息的形成性研究

• 交流和疫苗接受度

• 卫⽣机构的需求
产⽣

• 疫苗⽣产和供应链
管理

• 医务⼈员的疫苗
接种

• 疫苗接种团队训练

• 覆盖率监测

• 预防接种不良反应
监测

• 疫苗接受度评估

• 疫苗影响监测

• 引⼊后评估

决策者 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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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相关文件

以下文件是补充本手册中指导意见的重要资料：

1.	关于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包括医务人员疫苗接种）的WHO政策建议发表在WHO立场

文件中。这些立场文件会定期更新。

针对流感的疫苗：WHO立场文件——2012年11月
https://www.who.int/wer/2012/wer8747.pdf（2019年5月14日访问）

在国家免疫规划中添加新疫苗的原则和考虑：从决策到实施和监测。日内瓦，世界卫

生组织，2014。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documents/general/ISBN_978_92_4_15068_92 

(2019年5月14日访问）

2.	对于已为医务人员提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的国家，以下文件提供了应如何确定、分

析和有效地针对与接种有关的问题的详细指导：

针对季节性流感的免疫规划（Tailoring	immunization	programmes	for	seasonal	

influenza，TIP	FLU）。提升卫生保健工作者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指导（2015）。哥

本哈根，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2015。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communicable-diseases/influenza/

publications/2015/tailoring-immunization-programmes-for-seasonal-influenza-tip-flu.-a-

guide-for-increasing-health-care-workers-uptake-of-seasonal-influenza-vaccination-

2015（2019年5月14日访问）

3.	虽然该手册中的内容有助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但手册没有对可支撑决策的现有证据进

行详尽审查。以下文件对支撑医务人员接种疫苗的此类证据提供了更详尽的审查：

证据快速评估：卫生保健工作者流感疫苗接种——全球证据综述。2019年7月。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590136219300373?via%3Dihub (2019

年7月12日访问)

4.	该手册是WHO编写的一系列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入门手册中的一部分。对孕妇实施流

感疫苗接种的手册已在早期出版。

如何实施孕妇流感疫苗接种：对国家免疫规划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介绍手册。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0084/WHO-IVB-16.06-eng.pdf 

(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s://www.who.int/wer/2012/wer8747.pdf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documents/general/ISBN_978_92_4_15068_92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communicable-diseases/influenza/publications/2015/tailoring-immunization-programmes-for-seasonal-influenza-tip-flu.-a-guide-for-increasing-health-care-workers-uptake-of-seasonal-influenza-vaccination-2015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communicable-diseases/influenza/publications/2015/tailoring-immunization-programmes-for-seasonal-influenza-tip-flu.-a-guide-for-increasing-health-care-workers-uptake-of-seasonal-influenza-vaccination-2015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communicable-diseases/influenza/publications/2015/tailoring-immunization-programmes-for-seasonal-influenza-tip-flu.-a-guide-for-increasing-health-care-workers-uptake-of-seasonal-influenza-vaccination-2015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communicable-diseases/influenza/publications/2015/tailoring-immunization-programmes-for-seasonal-influenza-tip-flu.-a-guide-for-increasing-health-care-workers-uptake-of-seasonal-influenza-vaccination-2015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590136219300373?via%3Dihub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0084/WHO-IVB-16.06-eng.pdf


5

1. 背景和原理

医务人员面临感染流感病毒和将感染传播给受其护理的患者的风险，而这些患者可能

面临患重症疾病、并发症甚至死亡的高风险(1)。与一般人群相比，医务人员的高风险可能

因职业或环境而异(2)。WHO认为医务人员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重要优先群体，因为他们不

仅要在流感流行期间保护自身并保障基本的卫生服务，同时还要减少向他们接触的易感患

者传播流感(1)。此外，许多研究发现，医务人员尤其是医生的有力建议可大大增加公众的

疫苗接种(3-5)。自身接种过疫苗的医务人员对接种情况更为了解，并且能更有效地提高

公众对疫苗接种的接受度(3-5)。最后，医务人员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很可能成为疫苗接种

规划的目标，因此建立对医务人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计划将有助于在流感大流行期间

及时且有效地开展疫苗接种(6)。

医务人员的流感疫苗接种现状

全球医务人员流感疫苗接种政策的通过进程是缓慢的。2017年，在194个国家中，只有

119个国家报告制定了国家流感疫苗接种政策。其中，96个报告将医务人员视为优先群

体。然而，报告有政策的成员国比例因WHO地区的不同而不同，WHO美洲、欧洲和地中

海东部区域的大多数国家都报告了流感疫苗接种的国家政策，而西太平洋、非洲和东南亚

地区的国家仅有小部分报告了此类政策。

大多数国家都缺乏医务人员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的资料，但在有此类数据的许多国家

中，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的差别很大，且覆盖率很低。例如，在2014-2015年流行季节

中，欧洲地区只有26个国家（56%）提供了医务人员的接种覆盖率数据。医务人员的接种

覆盖率范围从2.6%至99.5%不等，覆盖率的中位数为29.5%；只有阿尔巴尼亚、亚美尼

亚和白俄罗斯这三个国家报告的覆盖率超过75%(7)。一份系统综述通过来自英格兰所有医

院的义务报告，获得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17-2018流行季医务人员的接种覆盖率为69%3

。对美国2000名医务人员开展的互联网调查结果显示，在2017-2018流行季医务人员的接

种覆盖率为78%，而在雇主强制要求接种疫苗的场所中接种覆盖率更高（95%）(8)。当

3 英国卫生保健工作者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情况：2017年到2018年冬季.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10531/
Seasonal_influenza_vaccine_uptake_HCWs_winter_season_2017_to_2018.pdf（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10531/Seasonal_influenza_vaccine_uptake_HCWs_winter_season_2017_to_2018.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10531/Seasonal_influenza_vaccine_uptake_HCWs_winter_season_2017_to_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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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强制性疫苗接种政策时，疫苗接种覆盖率就更高。在一项纳入8项研究在内的系统综

述中，所有研究的总覆盖率超过了94%(9)。

关于医务人员接种流感疫苗原理的证据快速评估概要

WHO对2006年以来出版的、并且被认为具有中高质量的英文材料进行了证据快速评估

(10)。此处汇总了所需考虑的问题和本评价的主要结果。如需了解详情和相关引文，读者

请参考已发表的报告。

审查考虑了三个议题，即：

1.	与一般人群相比医务人员感染流感的风险增加，而为他们接种疫苗可降低流感疫情

和缺勤情况并可减少流感对卫生人力资源造成更为广泛的经济影响的证据。

2.	医务人员在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中可将流感传染给患者，如果是这样的话，疫苗接种

是否能保护患者，以及需要为多大比例的医务人员提供疫苗保护才能获得这种效果

的证据。

3.	成功采取实际干预措施可增加疫苗接种利用率、改善对医务人员接种疫苗的社会、

行为和公共卫生政策研究的知识状况的证据。

医务人员感染流感的风险和疫苗接种影响的证据

将医务人员与一般人群感染流感的风险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挑战性，可能会得到不

同的结果，或是由于在不同环境下开展从而限制了研究之间的可比性或数据合并。最近的

系统综述表明，与一般人群相比，医务人员感染流感的风险增加（OR=2.08, 95% CI: 

1.73-2.51）(2)，且对于无症状的实验室确诊的感染病例其证据是最强的(11)。然而在医疗

卫生机构中，无症状感染的医务人员仍可能将流感病毒传染给高度易感的患者。

呼吸道疾病被报道为医务人员缺勤的常见原因。流感的流行或大流行与医务人员缺勤

率的上升有关(12)。对于匹配良好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医务人员中的疫苗效力可高达

90%(13, 14)，这表明医务人员接种疫苗能减少与流感相关的发病率和缺勤率。系统综述

显示，在流感疫苗接种组中，疫苗对实验室确诊的流感具有保护作用，并且能缩短因流感

样疾病（influenza-like illness, ILI）导致的缺勤时间(15)。英国最近针对医务人员开展的

一项研究表明，疫苗接种率提高10%与因病缺勤率降低10%有关(12)。然而，也有一些观

察性研究的结果不一致——这通常受到不佳的研究设计、非特异性结果、高偏倚风险以及

未能有效调整混杂因素的制约(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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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感染后患病的风险取决于接触程度，且不同类别医务人员的缺勤行为可能不同，

关于缺勤的精细数据（如按医务人员类别分层）也很可能是缺乏的，因此在不同研究中会

看到不一致的结果。另一方面，尽管有证据表明医务人员的感染率会上升，但一些研究并

未发现对缺勤有影响，这就引出了医务人员在感染流感后是否继续工作的问题，由此产生

的院内传播风险也受到高度关注(20)。一些研究记录了患有流感样疾病的医务人员的带病

出勤情况(21-23)，其中一项研究与肿瘤科的院内传播有关(24)。

医务人员向患者传播感染的证据和疫苗接种的影响

采用分子分型方法开展的流行病学研究证实了医务人员可向患者传播的证据。将可穿

戴传感器与病毒学数据结合，可自动收集高分辨率的接触数据，从而确定医院获得性流感

的潜在传播途径(25)。由于就诊者的不断涌入、患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同时引入多次流感的

可能性，因此在医疗卫生机构很难捕捉到医务人员直接传播给患者的程度(26-28)。然

而，在可能导致医疗卫生机构内感染传播的人群中，医务人员代表着相当大的疫苗可预防

的部分，因为他们更容易接种疫苗。

如文献所示，医务人员接种疫苗对患者产生的直接效益可通过多种方式来衡量。几项

研究评估了对实验室确诊流感产生的影响，而另一些研究则评估了对非特定结局的影响，

如ILI、呼吸道疾病、全因死亡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率或院内流感感染的发病率。对

于ILI、全因死亡率(29)和医院内流感感染的发病率等非特异性结果，证据强度更高(30, 31)

。虽然一些研究为获得最佳保护试图测量需要接种疫苗的医务人员数量，但支持覆盖率阈

值的证据很少，从而导致文献出现争议(32)。然而，患者获保护可能与医务人员的疫苗接

种覆盖率上升呈正相关，但也取决于其他因素，包括患者接触的类型、患者的脆弱性、其

他感染控制措施的使用情况，以及特定流感季节疫苗接种的效果(33-35)。

增加医务人员疫苗接种的干预措施证据

有大量证据表明成功的干预措施可增加医务人员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其中大部分已被

纳入旨在提高疫苗接种率的现有工具包中。

虽然促成医务人员做决定的途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些特定策略似乎比其他策

略更有效。除强制性免疫接种外，没有任何单一干预措施能够快速大幅增加并维持疫苗接

种。然而，强制医务人员接种疫苗是一个受广泛争论的问题，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支持或反

对使用这一措施(20, 32，36)。成功的强制性接种方案需要组织和教育工作，以确保在实

施之前获得员工支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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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个或多个“软命令”的组合，如主动拒绝、规定使用医用口罩和将未接种疫苗的

工作者排除在会接触高度易感患者的工作之外，可作为强制接种的替代办法，尽管应用此

类软命令会涉及到组织、教育、监测和执行以及人力财政资源等问题。

有助于增加接种率的其他方案包括：

• 提供免费疫苗；

• 使疫苗接种更方便获得，包括在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现场接种；

• 通过针对不同类别医务人员的教育、提醒和激励措施，从而改变知识和行为；

• 管理和组织方法，例如指派疫苗接种活动的监督人员。

疫苗接种率低的原因具有异质性，在不同的医务人员类别和文化中都会有所不同。因

此，需要针对不同群体定制不同的提高接种率的方法。一些研究表明，形成性研究（包括

调查和定性研究）可以提供有助于定制干预措施的见解，从而改善接种率。

结论
尽管文献中存在持续的争议，但对于确保医务人员、患者和依赖正常运转的卫生

系统的一般人群的安全而言，流感疫苗接种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流行或大流行期

间。尽管关于该议题的新数据将会被密切监测，为WHO现有政策提供任何变化的信

息， 4但最终确定医务人员疫苗接种价值的研究仍将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流感疫苗的全球行动计划

在流感大流行中，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将极易受到感染，并且感染可能会迅速蔓延。疫

苗接种被认为是减轻大流行潜在影响的关键策略之一。据估计开发针对特定毒株的大流行

疫苗将会出现延期，而不足的生产能力将会进一步限制全球对疫苗的获得，至少在大流行

的早期阶段会是这样。资源有限的国家，特别是那些缺乏当地疫苗生产能力的国家和那些

没有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政策的国家，在大流行期间将会面临最大挑战，即能否及时获得

疫苗并减轻疾病大流行的重大不利影响。

为应对这一挑战，WHO制定了一项针对大流行流感疫苗的全球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短

期、中期和长期战略，旨在提高流感大流行之前和期间流感疫苗生产和产能激增(38)。 

4 WHO免疫策略咨询专家组（Strategic Advisory Group of Experts, SAGE）的一个工作组将会审查新出现的数据，
并预计在2020年对WHO现有建议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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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提出了三种方法来增加大流行疫苗的获取途径：(i)增加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基线使

用；(ii)提升全球产能；(iii)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上述三种方法中的第一种依赖于各国制定明确有效的免疫政策，以增加季节性流感疫

苗的基线使用——为工业提供更好的需求预测并刺激产能增加。

虽然医务人员接种疫苗只会导致疫苗的整体需求略有增加，但它将为快速免疫医务人

员建立一个强有力且有功能的平台，并有助于在大流行事件中实现高疫苗覆盖率，从而确

保了大流行期间卫生服务的提供。此外，医务人员大量接种疫苗很可能可以建立信任，并

增加国家政策中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的其他目标高风险群体的接种情况。医务人员接种疫

苗还可以建立或强化大流行性疫苗快速部署的过程。因此，医务人员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

种不仅涵盖如上所述的针对季节性流感的即时防护问题，还有助于流感大流行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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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

在决定制定一项为医务人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政策之前，应当基于证据并有明确

的原理，并有实施政策所需的足够资金。2014年WHO指导性文件《在国家免疫规划中添

加新疫苗的原则和考虑：从决策到实施和监测》(39)中阐述了在国家免疫规划中增加疫苗

的一般原则和考虑。

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免疫规划中的目标人群通常不包括医务人员。虽然可能

存在针对医务人员的乙肝疫苗接种计划，但流感疫苗不同，可以预见必须每年重复接种。

本手册在这一节主要以上述文件提供的通用框架为基础，讨论对医务人员每年接种季节性

流感疫苗的其他考虑因素。

决策过程

与其他疫苗必须制定的政策一样，卫生部（Ministries of Health，MoH）会要求国家

免疫技术咨询小组（National Immunization Technical Advisory Groups，NITAGs）或同

等效力的国家及地区机构对证据进行审查，并就制定医务人员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政策及

其具体内容提出建议。

受政策影响的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对于确保该政策获得认可和促进疫苗接种率的提

高至关重要，而且这样可能使卫生机构更加方便地采取措施控制流感。因此应广泛征求利

益相关者的意见，其中包括： 

1.	代表医疗、护理和相关卫生服务等不同医务人员团体的专业协会和学会，以及私营

卫生保健提供者的代表；

2.	医疗和护理委员会及其他医务人员管理机构；

3.	患者安全团体（如果存在）和代表患者的组织，因为可以认为医务人员的免疫接种

与患者安全和护理质量有关；

4.	如果存在医务人员工会，他们的参与可能有助于促进疫苗接种。

5.	卫生机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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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过程还应尽早接触制定职业卫生政策和条例的机构，以确保为医务人员接种流感疫

苗的政策可以反映在国家职业安全和卫生政策中。

如果存在为医务人员接种其他类型疫苗的政策，例如乙肝疫苗，那么对这些政策的研

究可以为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帮助。

如有可行，NITAGs可以从国家流感监测、国家流感中心或其他参与全球流感监测和反

应系统（GISRS）的机构获得数据（见工具箱1）。

在当地数据不容易获得的地方，特别是在医务人员中疾病的发病率数据和医务人员向

患者传播疾病方面的数据，想要获取这些数据可能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政策制定者必须

考虑是否有必要进行地方研究，或是否可以使用具有相似流行病学和卫生系统特征的其他

国家的数据来推断可能的疾病负担并支持决策。NITAGs需要衡量获得其他国家数据和当

地数据各自的成本，以及收集当地数据导致的延误对健康的影响。

工具箱1

国家流感中心 

为了监测和应对流感病毒抗原结构的变化以及随后导致的疫苗成分的必要改变，

许多国家建立了国家流感中心（national influenza centers，NIC），以便于收集

和鉴定本国的病毒标本，并进行其他分析以告知WHO及其合作伙伴关于接下来一

年流感疫苗的组成成分。在许多国家，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illness，SARI）和流感样疾病（influenza-like illnessI，ILI）进行的更

系统的流感监测可以对病毒学监测进行补充。

通过向NITAG或其他的国家相关决策机构提供有关流感疾病负担和季节性的数据，

本国或邻国的NIC支持基于这些数据而提出建议。汇集决策过程所需的所有相关信

息的关键是让所有相关机构参与NITAG的讨论。

可在以下链接中找到NICS、WHO合作中心和基础规范实验室（essential 

regulatory laboratories，ERLS）的清单：

 �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national_influenza_centres/list 
(2019年5月14日访问）

 �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collaborating_centres/list 
(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national_influenza_centres/list
http://www.who.int/influenza/gisrs_laboratory/collaborating_centre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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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考虑因素

除了前面提到的WHO文件《在国家免疫规划中添加新疫苗的原则和考虑：从决策到实

施和监测》中概述的一般考虑因素之外，在制定医务人员疫苗接种政策时还需要考虑其他

关键问题。这些在图2中列出。

图2：制定医务人员疫苗接种政策的关键考虑

明确医务⼈员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的公共卫⽣⺫标

特征化疫苗接种者和优先顺序

制定针对医务⼈员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政策

疫苗产品的选择，接种的时间表和安排

确定监测和影响评估的指标

明确疫苗接种的公共卫生目标

在为医务人员制定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政策时，关键的第一步是明确疫苗接种规划的

目的和目标。这些目标可能因国家不同而不同，但其将作为医务人员优先接种疫苗的依

据，并且可以据此设定疫苗接种覆盖率目标，为衡量疫苗接种的结果和影响提供指导。

对医务人员进行疫苗接种可实现多个目标。可能包括：

1.	预防医务人员自身感染，避免相关发病。

2.	预防医务人员把疾病传播给易感患者，包括患有严重疾病、并发症和具有高死亡风

险的 人群。

3.	通过减少医务人员的缺勤来保障卫生服务，特别是在卫生保健需求增加的季节性流

感和流感大流行暴发期间。

4.	促进其他目标群体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提升大众对流感疫苗接种的信任。

5.	通过以下方式促进对流感大流行的准备：

a) 在流感大流行或其他疫苗可预防疾病流行期间，建立医务人员快速免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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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促进对流感疫苗的需求增加，从而提高生产疫苗的能力，以便在大流行期间及

时获得疫苗。

c) 建立或加强国家疫苗监管力度。

上述几项可用于确定医务人员接种疫苗的国家目标。确定疫苗接种目标时的重要考虑

因素包括：

1.	审查长期护理机构中的医务人员疾病负担以及患者和居民获得卫生保健相关感染负

担的现有数据。可使用国家数据（如果有的话）辅以数学模型得出的代表性区域或

全球数据或估计值来完成这一目的。

2.	疫苗接种的成本和影响以及疫苗供应的可获得性。

3.	审查国家大流行防制计划并考虑医务人员接种疫苗是如何有助于预防大流行的。

制定国家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尽管通常建议在决定接种政策之前进行经济学分析，但因为目标群体的规模相对较小， 

故缺乏用于估计和比较不同接种目标的经济效益的数据可能是一个限制因素。工具箱2列

出了进行流感疫苗接种经济学分析的可用工具。

医务人员接种流感疫苗的成本和经济效益可能取决于若干因素，其中包括目标医务人

员的数量和类别、目标医务人员的感染率和严重程度、其对卫生保健相关传播的贡献以及

工具箱2

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的经济分析工具 

有以下几种工具可用于流感疫苗接种的经济学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免疫规划经济学评价估指南 (WHO/IVB/08.14) 
ƥ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69981/WHO_IVB_08.14_eng.pdf

世界卫生组织季节性流感经济负担评估手册 (WHO/IVB/16.04) 
ƥ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0085/WHO-IVB-16.04-chi.pdf 

流感疫苗接种经济评估指导 (WHO/IVB/16.05) 
ƥ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0086/WHO-IVB-16.05-eng.pdf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69981/WHO_IVB_08.14_eng.pdf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0085/WHO-IVB-16.04-chi.pdf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0086/WHO-IVB-16.05-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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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感染的后果。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医疗机构之间可能有所不同，并且在不同的流感季节

也会不同。

近期一项对医务人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流行病学和经济学影响的系统综述中发

现，基于接种疫苗所避免的缺勤的粗略估计，医务人员接种疫苗是可以节省成本的(15)。

然而，该综述中所有的研究数据均来自高收入国家，并且均从雇主的角度出发，关注重点

放在了避免缺勤。

初步决策可以考虑疫苗接种成本以及这些成本对免疫接种和卫生预算的影响，如有需

要，可选择衡量引入后的成本效益。

有关医务人员接种流感疫苗的成本计算和预算编制的进一步指导，以及可用的成本计

算工具和免疫筹资的资源材料，将在本手册的下一节中进行介绍。

特征化接种目标群体

理想情况下，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应该成为目标接种对象，包括那些可能不直接接触患

者的人。即使没有直接接触，医务人员也可能把从社区获得的感染传播给同事，由此参与

卫生保健相关的感染传播链。然而，在资源有限或疫苗供应有限或不稳定的情况下，需要

对医务人员进行分类并确定优先顺序。医务人员的优先次序将取决于对医务人员本身感染

风险、将感染传播给患者以及卫生保健相关传播后果的评估。

即使没有财政资源约束或疫苗供应限制，当根据风险评估将不同的政策应用于不同类

别的医务人员时，对医务人员进行分类也是有用的。例如，强制接种政策可能适用于接触

重症流感高危患者且更愿意接受强制接种的医务人员，而对于其他类别的医务人员则是自

愿接种(40, 41)。

表1提供了根据医务人员自身风险情况和所护理病人情况来进行风险分类的例子。

极高危类别的风险和接种后的影响表现得最明显，并且拥有更有力的接种依据(10)。

疫苗接种对象还应包括卫生机构中可能如上述各类医务人员一样与患者有可能接触的

兼职人员、学生、承包商和志愿者。

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对医务人员个体进行风险分类可能

过于复杂且耗费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简化的方法把医务人员类别分为两组，即

高风险组（接种目标人群）和低风险组（非接种目标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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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医务人员的风险分类

风险分类 医务人员特征

极高

 � 在临床领域工作的高风险医务人员（见下文），收治的患者感染流感病

毒后有很高风险患重症疾病和并发症或有高死亡风险。其中包括重症监

护病房；移植或肿瘤病房；产前、围产期或产后病区；有老年人的病

区，特别是慢性病患者。

高

 � 与患者或传染性物质（包括被传染性物质污染的表面或设备）直接接触

的医务人员。

 � 与一些不通过身体接触而是通过短距离（1-2米）呼吸方式传播的疾病有

接触的医务人员，例如有长期面对面接触的咨询师(42, 43)。

低  � 不与患者接触，正常工作不在上述定义的临床领域内的医务人员。

为确保有针对性地对医务人员使用流感疫苗，并解决潜在的接种问题，国家医务人员

疫苗接种政策应概述为：

1.	基于风险评估对不同医务人员进行分类。

2.	每个类别的疫苗接种政策应包括以下内容，例如是否建议接种，以及建议强制接种

还是自愿接种。

3.	处理违反政策的医务人员和拒绝疫苗者的措施。

以下文件提供了一个对医务人员进行评估、分类和确定优先次序的示例。

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关于特定传染病职业评估、筛查和疫苗接种的政策指令
https://www1.health.nsw.gov.au/pds/ActivePDSDocuments/PD2018_009.pdf 

(2019年5月14日访问）

为医务人员制定免疫接种政策

根据特定临床环境中的风险，对医务人员接种疫苗的建议可以是强制接种、自愿接种

或混合接种。

许多国家的多项研究表明，虽然非常努力地去告知医务人员接种疫苗的好处和风险，

并采取措施使疫苗更方便获取，但是他们自愿接种疫苗的人数依然很少，覆盖率很少超过

70%。相反的，强制接种已使美国实行相应政策的机构的接种率接近100%(44-46)。然

https://www1.health.nsw.gov.au/pds/ActivePDSDocuments/PD2018_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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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可接受性问题和医务人员接种疫苗的归因效益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因此在一

些国家很难实施强制接种疫苗(32)。此外，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施强制疫苗接种政策也

是不可行的。

自愿接种

医务人员接种疫苗政策的一个选择是自愿接种，在这种政策下会建议医务人员接种疫

苗并向其提供疫苗，但接种是自愿或可选的，即不是强制的。这类规划的疫苗接种覆盖率

往往较低。因此，对于自愿接种，需要额外的努力来提高接种的覆盖率。可能包括：

1.	建立专门针对医务人员不同需求的强有力的宣传策略，解释疫苗接种的益处和风

险，其中包括给患者带来的益处（特别是那些重症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强调的

是，其中一些患者，包括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可能自身对疫苗接种无应

答，但给接触他们的医务人员接种疫苗是保护他们免受感染的重要手段，这属于职

业伦理道德。

2.	无论白班还是夜班都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免费的接种疫苗。夜班工作人员可在轮班开

始或结束时或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获取接种疫苗。

3.	本手册下一节概述的其他需求生成活动。

若干软命令措施也可能有助于增加疫苗接种，包括：

1.	主动拒绝接种疫苗者，无论是否说明不接种的原因，都要求签署不接种表格。 

（参见附录1主动拒绝接种的表格）。

2.	如果可行，将拒绝接种疫苗的医务人员重新分配到他们不太可能接触到高风险患者

的区域，或要求他们在护理有高风险患流感并发症的患者时佩戴口罩。

3.	在医疗保健机构中佩戴口罩。

强制接种

强制接种使医务人员接种疫苗变成法律或法规要求，但同时也允许某些例外存在，比

如医学禁忌症。WHO或其他机构对强制接种没有一致定义。婴幼儿和儿童免疫规划可能

与强制接种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容许例外存在和对不依从进行处罚等方面(47)。

一些专家认为，作为卫生保健人员职业道德的一部分，应针对可在卫生保健场所传播

并有较高风险引发患者得重症疾病或死亡的疫苗可预防疾病(20, 44, 48-50)执行强制免疫

接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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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认为，在医学实践中，很少有职业道德标准会凌驾在无伤害义务之上。所以，

通过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风险最小化来确保患者获得安全的护理条件，代表了卫生保健实

践环境中的最低道德标准(20)。但是，如果要制定强制性疫苗接种政策，将需要解决法律

责任问题，并考虑在罕见的不良事件中提供赔偿。

强制接种疫苗可以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机构政策的一部分在个体医疗机

构中实施。颁布批准强制接种疫苗的法律将有助于执行这一政策。

科罗拉多州法规提供了强制接种疫苗政策的示例：

科罗拉多州法规——医院和卫生设施标准02−一般许可标准	（第10部分，第46页）。
https://www.sos.state.co.us/CCR/GenerateRulePdf.do?ruleVersionId=6020&fileName=6%20

CCR%201011-1%20Chap%2002 （2019年5月14日访问）

几个有医务人员自愿接种流感疫苗政策的国家，也明确对医务人员强制接种麻疹和乙

型肝炎等其他传染病的疫苗。基于对医务人员以及与之接触的易感高危患者的保护，可以

利用这些现有的政策来证明和建立流感的强制接种政策。

已出台的关于疫苗强制性接种政策在伦理上的建议可参见工具箱3。在根据实施的可行

性制定国家政策时，可以考虑这些建议。

混合方法接种

如果强制性疫苗接种政策仅适用于可能与高风险患者发生直接身体接触的某些类别的

医务人员，同时自愿接种疫苗政策适用于其余类别，那么也可采用混合方法接种。

此类政策应明确无误地界定强制和自愿疫苗接种政策适用的医务人员群体或工作领

域。应考虑到强制或自愿疫苗接种政策对人力和财力的影响。

与职业卫生政策相结合

医务人员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政策应成为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政策法规和卫生机构职

业安全及卫生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

根据1981年《职业安全卫生公约》第21条5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WHO-ILO）在国家医务人

5 C155-职业安全与卫生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大会，1981（第155号）。https://www.ilo.org/dyn/
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nstrument_id:312300（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s://www.sos.state.co.us/CCR/GenerateRulePdf.do?ruleVersionId=6020&fileName=6%20CCR%201011-1%20Chap%2002
https://www.sos.state.co.us/CCR/GenerateRulePdf.do?ruleVersionId=6020&fileName=6%20CCR%201011-1%20Chap%2002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nstrument_id:312300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nstrument_id:31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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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职业健康方案全球框架中的建议6，把季节性流感疫苗纳入职业卫生政策将使所有应接

种的医务人员免费接种疫苗。这项政策还将把医务人员接种疫苗的责任交给雇主，而不仅

仅是靠医务人员自己。

综合政策将促进职业卫生和免疫规划之间更好地协调和合作，并促进在卫生设施中采

取联合方法控制流感：将疫苗接种作为感染控制规划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保护医务人员和

患者等措施。国家级的职业保健方案和设施管理制度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以便在工

作场所营造一种预防感染的氛围，从而促进疫苗接种方案的实施。

6 劳工组织工作的部门层面：审查部门倡议关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艾滋病附录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
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为医务人员制定的国家职业卫生规划全球框架.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
wcms_145837.pdf（2019年5月14日访问）

工具箱3

关于实施强制疫苗接种政策在伦理上的建议 

	� 必须向医务人员和患者清楚传达令人信服的相关安全问题。

	� 应使用限制最少的方法来实现安全目标。

	� 出于医疗原因，应当有明确的选择排除标准。

	� 应仅根据当前在职医务人员的个人意见来决定选择退出标准。必须以透明和客

观的方式做出这些决定。

	� 对于符合医学或其他排除标准或拒绝接种疫苗的患者，相关机构应提供可实现

控制传播的其他方法，包括高峰期间临时休假、强制戴口罩、重新分配至非临

床区域（如可行）或在流感高峰季节频繁检测等。

	� 应将强制性政策告知准备做卫生工作的人，并指出未遵守规定可能会终止雇佣。

	� 这一过程应该是透明的，在政策制定方面应广泛征求医务人员的意见。

	� 研究机构应通过实施免费、易于获取、全面覆盖不良事件的疫苗接种流程来支

持医务人员接种。应特别注意不要让医疗团队中没有优势的成员负担过重。

资料来源：Tilburt JC et al. Vaccine 26S (2008) D27-D30 (1)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45837.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458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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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产品的选择、接种计划和时间

产品的选择

WHO根据全球流感监测和响应系统7提供的信息，对流感疫苗的组成提出建议。根据这

些建议，生产商生产了北半球（Northern Hemisphere，NH）和南半球（Southern 

Hemisphere，SH）疫苗，一般分别在每年的9月（NH）和4月（SH）左右可接种。WHO

网站上公布了世界卫生组织预审合格疫苗的清单及其特征信息8 

有几种不同类型的疫苗可供选择，包括灭活流感疫苗（三价和四价组成）、减毒活疫

苗、佐剂疫苗和重组疫苗。医务人员本身不会对任何疫苗类型有所偏好（取决于国家特定

的上市许可）。9接触免疫功能严重低下患者的医务人员应优先接种灭活流感疫苗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I，IV）。

每种产品的价格和供应量是疫苗产品选择的额外考虑因素。

接种时间

在流感感染具有季节性且季节模式明确的国家，理想情况下应在流感季节开始前安排

疫苗接种，因为疫苗大约需要14天才能诱导产生保护性抗体。如果疫苗供应不足，无法在

理想的时机接种，则应在有供应时立即开始接种。

此外，在流感季节，如果医务人员未及时接种疫苗，则应允许其在之后任何时间接种

疫苗。

在可能出现几个高峰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应在传播主峰之前使用最新的疫苗配方进

行接种。在没有自己国家流感季节性数据的情况下，各国可以使用流行病学相似国家的数

据。工具箱4提供了热带和亚热带流感季节性的公开信息。

明确衡量监测和定义监测和疾病影响的指标

卫生部将从NITAG或相关咨询小组就衡量监测和影响指标提供的咨询意见中获益，并

在规划和实施监测及评价时将意见纳入考虑（见第4章）。

7 流感：疫苗. http://www.who.int/influenza/vaccines （2019年5月14日访问）

8 WHO预审合格疫苗. https://extranet.who.int/gavi/PQ_Web/ （2019年5月14日访问）

9 在一些国家，四价疫苗是选择的产品. WHO免疫策略咨询专家组（SAGE）正在审查证据并预计在2020年提出建议。

http://www.who.int/influenza/vaccines/en/
https://extranet.who.int/gavi/PQ_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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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一项为医务人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政策

NITAGs应在其他相关咨询小组和学术界的补充意见上，就下列问题提出建议：

1.	尽可能按提供的卫生保健单位类型来监测和报告疫苗接种率。

2.	衡量疫苗接种的影响，包括：

a) 衡量疫苗接种对目标群体（医务人员和/或患者）的影响。

b) 所需监测的结局。如流感样疾病、实验室确诊流感、重症流感、死亡、因患流

感缺勤、患者相关结局等。

c) 衡量监督策略的影响；如果是哨点监测，则需说明哨点的数量和分布。

d) 衡量影响的时间范围，例如，无限期持续监测或限于特定季节的监测。

这些结果将有助于NITAG审查疫苗接种的影响，并为优化疫苗接种的影响和成本效益

提出建议。衡量疫苗接种影响还可产生经验数据，以估算疫苗接种的成本效益。

应当指出，此类测量应收集多个季节的数据，因为传播的强度、感染的严重程度和疫苗

的有效性在不同季节各不相同。更多详细信息见“监测和评价”一节（第4章）。

工具箱4

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的产品选择和时机指导 

热带和亚热带季节性流感政策的使用和有效性。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
ƥ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910173/pdf/IRV-10-254.pdf  

（2019年5月14日访问）

热带和亚热带的流感季节性——何时接种
 � 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53003 
（2019年5月14日访问）

WHO预审合格疫苗清单。
 � https://extranet.who.int/gavi/PQ_Web（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910173/pdf/IRV-10-254.pdf
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53003
https://extranet.who.int/gavi/PQ_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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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和管理医务人员的疫苗接种

规划疫苗的成功引入

一旦制定了国家疫苗接种政策，就有必要将该政策转变为具有完整成本核算、预算编制

的业务计划，并包括与在国家免疫规划中引入新疫苗有关的各种计划组成部分的详细细节。

关于“在国家免疫规划中增加新疫苗并对引入进行管理”的一般概念在WHO的指南：《在

国家免疫规划中添加新疫苗的原则和考虑：从决策到实施和监测》中有概述（见附录3中新

疫苗引入计划模版）。本节提供了针对医务人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其它要素的指导。

将疫苗引入计划纳入年度免疫计划以及相关检查清单，使得该计划的规划人员能够确

保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完成到位，以便及时有效地将疫苗引入国家规划。为了方便查阅，

工具箱5中提供了此WHO指南中相关附录的链接。

工具箱5

《为国家免疫规划添加新疫苗的原则和考虑因素：从决策到实施和监测》 

中关于“新疫苗引入计划”的模版和检查清单的链接 

用于指导制定国家引入计划的通用模版。

Ʀ http://www.who.int/entity/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olicies_strategies/vaccine_
intro_resources/nvi_guidelines/Annex3_NVI_Template_EN.doc（2019年5月14日访问)

WHO新疫苗引入指南的新疫苗引入清单、活动清单和时间表提供的关于规划预

算、活动、角色和职责分配以及时间表的建议。
ƥ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olicies_strategies/vaccine_

intro_resources/nvi_guidelines/Annex4_Instructions.pdf（2019年5月14日访问）

相应的清单工具。

Ƨ http://www.who.int/entity/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olicies_strategies/
vaccine_intro_resources/nvi_guidelines/Annex4_checklist_en.xls（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www.who.int/entity/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olicies_strategies/vaccine_intro_resources/nvi_guidelines/Annex3_NVI_Template_EN.doc
http://www.who.int/entity/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olicies_strategies/vaccine_intro_resources/nvi_guidelines/Annex3_NVI_Template_EN.doc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olicies_strategies/vaccine_intro_resources/nvi_guidelines/Annex4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olicies_strategies/vaccine_intro_resources/nvi_guidelines/Annex4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ho.int/entity/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olicies_strategies/vaccine_intro_resources/nvi_guidelines/Annex4_checklist_en.xls
http://www.who.int/entity/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olicies_strategies/vaccine_intro_resources/nvi_guidelines/Annex4_checklist_en.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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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和管理医务人员的疫苗接种

除了通用的疫苗引入清单之外，附录2的补充清单中还列出了医务人员免疫接种的具体问

题清单。应该将此清单中的元素添加到（视情况而定）通用的活动清单中。附录3中提供了

一个医疗机构清单的样本用来指导医疗机构一级的疫苗接种准备工作。

计划及引入疫苗的时间表应该包含在清单中并且（或者）制作一张单独的甘特图，以

确保所有的活动按照合适的顺序来完成，从而及时实施疫苗接种活动。

应当在国家及医疗机构层面交叉参考职业卫生策略和计划的相关部分（见前一节将医

务人员流感政策纳入职业卫生政策和要求的部分），从而应用一个更有凝聚力的方法来计

划和实现。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WHO-ILO）医务人员国家职业卫生全球框架建议所

有的国家都需要在国家和工作场所层面确定职业卫生负责人。这些焦点人员应该分别成为

国家和卫生机构一级规划小组的组成部分。职业卫生焦点人员的纳入将考虑在工作场所采

取综合办法来预防流感，其中疫苗接种是流感控制的干预措施中的一部分，还包含了很多

其他保护医务人员和病人的感染控制措施。卫生机构中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的劳工管理委员

会（如果存在的话），可以帮助管理层以及工人代表参与实施疫苗接种计划。

除了实施医务人员疫苗接种的国家运营计划外，还应该更新国家的免疫接种综合性多年

计划（comprehensive multi-year plan, cMYP）,以纳入医务人员免疫接种（工具箱6）。

成本核算和筹资

与在国家疫苗接种计划中添加任何新疫苗一样，应该估算疫苗及其接种成本，并将其纳

入年度和多年免疫预算。除了疫苗及其用品（注射器、针头、安全盒等）的费用，疫苗接

种的费用（包括人力资源），国家和医疗机构层面的年度通信、教育和为产生需求所做的

努力，以及监测和报告所产生的费用都包含在内。有几种工具或适用于成本核算、预算制

定和确保医务人员接种疫苗的资金。（见工具箱7）。

工具箱6

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UNICEF）多年计划指南多年规划准则 

WHOUNICEF制定综合性多年计划指南（cMYP）。
 �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financing/tools/cmyp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financing/tools/cmy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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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年都需要通过通信以及其它的一些活动/干预措施来增加疫苗的接种，所以应当

将这些费用纳入年度疫苗接种费用，而不仅仅是视为一次性行为。

除了每年对医务人员流接种感疫苗进行成本核算和预算编制外，还可能有必要倡导那

些负责为卫生规划分配资金的人员，以确保为接种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工具箱8提供了

一些用于倡导可持续筹资的资源链接。

工具箱7

成本核算和筹资的资源 

cMYP成本核算和筹资工具。
 �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financing/tools/cmyp 
(2019年5月14日访问）

免疫成本计算行动网络（Immunization	Costing	Action	Network，ICAN）免疫接

种成本目录。该互动网站通过各种不同的接种策略提供了不同低收入国家和中等

收入国家疫苗接种成本的信息。
 � http://immunizationeconomics.org/ican-idcc（2019年5月14日访问）

WHO规划和计算孕产妇流感疫苗接种工具——该工具正在进行扩充从而纳入所有

流感风险群体，包括医务人员（新名称：SIICT工具）。
 �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research/development/influenza_economics/ 
（2019年5月14日访问）

卫生管理科学。规划，成本核算和预算框架。
 � http://www.msh.org/resources/planning-costing-and-budgeting-framework 
（2019年5月14日访问）

免疫筹资：倡导者、决策者和计划管理者资源指南。
 � https://immunizationeconomics.org/imfin（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financing/tools/cmyp/en/
http://immunizationeconomics.org/ican-idcc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research/development/influenza_economics/en/
http://www.msh.org/resources/planning-costing-and-budgeting-framework
https://immunizationeconomics.org/im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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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和管理医务人员的疫苗接种

为计划过程提供信息的形成性研究

为了推出流感疫苗做准备，一些国家利用形成性研究来更好地了解影响医务人员接种

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因素，包括担忧、信仰、信息需求、文化问题和疫苗接种障碍，以便开

发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形成性研究包括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某些情况下，也包含书面材料审查。定量研

究可用于确定医务人员疫苗接种率低的主要预测因素以及遵守疫苗接种建议的主要驱动因

素。可通过对医务人员进行调查及填写问卷来收集数据。理想情况下，样本应该包含具有

充分代表性的不同类别的医务人员，因为不同的医务人员群体疫苗接种率低的观念和原因

可能不同，比如，医生和护士之间不同(40)；一、二、三级医疗保健机构以及机构内的不

同工作区域所抽取的样本也不同。

定性研究是以了解受众观点为基础的洞察研究。它阐明了新问题，并且对接种疫苗的复杂

问题提供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定性研究的方法通常包括焦点小组讨论和个人深入访谈。WHO

欧洲区域办事处已经发布了关于新疫苗引入的定性研究分步现场操作指南（见工具箱9）。

为了使研究有效有效，形成性研究必须妥善规划和良好执行，否则就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

工具箱8

倡议或可持续筹资的资源 

免疫倡议文库。提供工具和指导以传达疫苗接种的价值和投资疫苗的必要性。
 �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
immunization/publications/communication-and-advocacy/immunization-advocacy-library 
(2019年5月14日访问）

该库的两个特定文档具有相关性：

工作手册——倡导为免疫规划进行可持续筹资。
 �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
publications/2015/workbook-advocacy-for-sustainable-funding-of-immunization-
programmes（2019年5月14日访问）

如何准备免疫规划的财务状况。
 �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
publications/2015/how-to-prepare-a-financial-profile-of-your-immunization-
programme（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publications/communication-and-advocacy/immunization-advocacy-library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publications/communication-and-advocacy/immunization-advocacy-library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publications/2015/workbook-advocacy-for-sustainable-funding-of-immunization-programmes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publications/2015/workbook-advocacy-for-sustainable-funding-of-immunization-programmes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publications/2015/workbook-advocacy-for-sustainable-funding-of-immunization-programmes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publications/2015/how-to-prepare-a-financial-profile-of-your-immunization-programme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publications/2015/how-to-prepare-a-financial-profile-of-your-immunization-programme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publications/2015/how-to-prepare-a-financial-profile-of-your-immunization-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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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就需要时间和资源。尽管进行此类研究为规划过程提供信息很有用，但如果时间和资

源不允许，缺乏此类研究时，也不应该推迟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引入；除非在预判中医务人员

的态度会对疫苗的接种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没有来自形成性研究的数据，则可以使用在其他国家进行的此类研究的数据来为

计划过程提供信息。尽管疫苗接种率低的原因具有异质性，但现有证据表明，医务人员疫

苗接种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广泛趋同，特别是在同一亚区域的国家之间，故这些数据可用

于初始规划过程。证据快速评估法(10)总结了已发表文献的主要结论，如果缺乏在本地开

展的研究，可以在适用和适当的情况下使用这些证据。

已发表文献中的数据可能会补充一些用快速调查定量形成性研究所获得的信息，这些调

查抽取医务人员样本，理想情况下应该包含不同类别的医务人员。这些调查可能比定性的

形成性研究所消耗的资源更低，并且可以在不导致疫苗引入出现延迟的情况下完成。附录4

提供了可用于此类调查的问卷样本。

如果疫苗接种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则可进行进一步的研究。TIPflu工具作为一种重

要资源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宣传和疫苗接受度

除了官方建议之外，个人信仰、文化态度和对疫苗接种的看法常常会引导许多疫苗接

种负责人员和接种者的行为(51, 52)。在医务人员的层面也是如此。现有证据表明，人们

对疫苗接种经常存在误解，知识和行为之间存在差距(53, 54)。因此，仅仅增加医务人员

关于接种疫苗的风险和益处相关的知识并未被证明足以达到最佳的疫苗接种量。实现医务

人员最佳疫苗接种量需要多方面的产生需求努力，如充分了解医务人员（无论是疫苗提供

者还是接受者）的看法、动机和接受疫苗的障碍等。

工具箱9

形成性定性研究的现场指南 

新疫苗引入的定性研究现场指南。
ƥ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4/359878/EIW2018_FieldGuide_

VaccineIntro.pdf （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4/359878/EIW2018_FieldGuide_VaccineIntro.pdf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4/359878/EIW2018_FieldGuide_VaccineIntr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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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调整宣传信息以满足不同医务人员群体的需求，因为现有证据表明，对疫苗接种的

需求、风险和益处的看法可能因为不同的群体而异(55)。目前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准备基于

事实的方法来准备宣传信息。然而，这些类型的信息可能需要根据目标受众的教育和理解

水平来制定框架。考虑到各个群体偏好的认知决策风格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54)。构建

此类信息需要了解疫苗心理学和认知决策，并可能需要宣传专家的参与。

免疫接种的传统宣传方式是使用大众媒体。然而，研究表明，仅仅用大众媒体以及与

医务人员的单向宣传可能不足以优化疫苗接种量。在这种情况下，将会需要个人宣传和小

组宣传（如在医疗机构层面）来建立信任并激励医务人员接受疫苗接种。

在医学院、护理学校和其它针对卫生专业人员的培训机构的入职前课程中，纳入有关

医务人员疫苗接种的相关信息（自我保护、对患者的责任、关于流感大流行的防范），可

能有助于更好地将“医务人员疫苗接种”建立为一个组织概念，并且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有相

应意识的提供免疫接种的医务人员。

有效的宣传和需求生成活动并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需要持续不断并且有能力迅速响

应不断变化的疫苗接种观念、平息谣言和误解。负责医务人员流感疫苗接种的前线疫苗接

种人员需要接受培训，以便应对有疫苗犹豫的医务人员以及可能对疫苗接种产生负面影响

的疫苗否定者10。

包含宣传专家在内的国家疫苗宣传工作组将促进合作伙伴和盟友之间的密切合作，加

强免疫接种的日常宣传，并确保所有相关机构对任何安全事件做出良好协调和即时的反

应。将职业安全和健康部门的成员以及专业协会的成员纳入面向医务人员的宣传有助于建

立信任，并提高疫苗接种的接受度。医务人员、职业协会和工会以及针对接种的不同类别

医务人员的代表们将确保在制定有针对性的宣传材料时考虑到每个类别医务人员的观点。

目前有许多可用的工具和指导文件可用于制定有效的宣传战略和专门针对不同医务人

员群体的宣传信息，包含了可供疫苗宣传工作组参考的模版条目。（工具箱10）

除疫苗接种外，信息、教育和宣传材料还应包括其他感染控制措施的信息以减少工作

场所的流感传播，以及医务人员如何患上流感样疾病。

10 疫苗否认者是疫苗拒绝者亚群的极端，并积极倡导反对疫苗接种，使用科学否认主义技术来证明他们的信仰是正当
的。（见参考文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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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层面的宣传

医疗机构层面的有效宣传将得益于拥有一支专业且训练有素的团队，以便在医疗机构

层面提供有效的宣传战略。应当在计划的引入日期之前建立和培训这样的一个团队，并且

其中应该包含医疗机构中主要类别的医务人员代表以及一个宣传和交流专家（如果有的

话）。理想情况下，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宣传应成为医疗机构中为控制流感而开展

的更广泛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

医疗卫生机构层面的宣传互动应当在尽早在疫苗接种之前开始，特别是在首次进行疫苗

接种的国家。最初的活动可在医疗机构的所有相关领域展示信息海报。应发给医疗卫生机

构管理者和所有相关部门及临床区域的负责人正式的宣传信息，并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有关

疫苗接种的所有信息材料的副本，以便在每个临床区域展示。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使

用电子邮件和/或当地社交媒体网络向所有医务人员发送有关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信息。

面对面小组简报会应补充展示和分发的信息材料。可利用现有的工作人员会议来进行

简报会。面对面小组简报会的次数将取决于医疗机构的规模和目标医务人员的数量。较大

的医疗卫生机构（如二级和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可能需要举办数次简报会，以涵盖所有目

标医务人员。由于不同类别的医务人员的宣传信息可能不同，因此应该考虑使用与其相关

工具箱10

用于制定宣传策略和信息的工具和指导 

疫苗接种和信任文库。
 �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
immunization/publications/vaccination-and-trust （2019年5月14日访问）

新疫苗引入：计划宣传和倡议清单
 �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
immunization/publications/2017/
new-vaccine-introduction-checklist-for-planning-communication-and-advocacy-2017
（2019年5月14日访问）

供疫苗宣传工作组参考的模版条目。
ƥ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5/337496/02_WHO_VaccineSafety_

SupportDoc_TOR_Proof7.pdf（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publications/vaccination-and-trust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publications/vaccination-and-trust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publications/2017/new-vaccine-introduction-checklist-for-planning-communication-and-advocacy-2017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publications/2017/new-vaccine-introduction-checklist-for-planning-communication-and-advocacy-2017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vaccines-and-immunization/publications/2017/new-vaccine-introduction-checklist-for-planning-communication-and-advocacy-2017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5/337496/02_WHO_VaccineSafety_SupportDoc_TOR_Proof7.pdf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5/337496/02_WHO_VaccineSafety_SupportDoc_TOR_Proof7.pdf


28

3.	规划和管理医务人员的疫苗接种

的信息和材料为每个类别的医务人员举行单独的简报会。为了更好宣传并有足够的时间来

解决医务人员的问题，每个小组的规模应该合理设计，以便有足够的互动机会。应当作出

规定，以促进夜间工作的医务人员参与其中。应当在医疗机构内广泛宣传简报的时间表，

并发送提醒信息，以提高出勤率。

面对面会议应当：

1.	解释为什么接种疫苗对自己、患者和家庭以及社会都很重要，重点在于与流感相关

的严重后果；

2.	告知医务人员国家政策；

3.	提供有关季节性流感疫苗安全性的信息；

4.	提供有关疫苗接种时间和地点的信息；

5.	解释不接种的潜在后果；

6.	提供足够的时间来答疑。

可考虑建立电话热线或网页式系统来解决个别医务人员的问题。除了展示海报和其他

宣传材料外，在已经接种疫苗的医务人员（例如他们的身份证上）使用可视和可移动的标

签等，可以提示他们的同事接种疫苗。此外，可以使用文本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

体平台来定期提供疫苗接种提醒。

医疗卫生机构层面的需求生成

除了宣传策略之外，可以在获得疫苗之前实施基于行为科学的需求生成工作，以便使

医务人员做好接种准备。这些基于助推（nudge-based interventions）的干预措施营造

了一种环境，可以通过能够预见的方式影响行为，但不会消灭选择(57)，且在各种卫生保

健环境中证明有效(58)。由于个人或医务人员忘记接种疫苗或无法方便接种疫苗造成了意

向和行为之间的差距，这些干预措施可以此类差距。此外，这些干预措施实施的成本通常

较低(59)。下图（图3）改编自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展示了基于助推的提高疫苗接

种率的干预措施等级(60)。

较低阶梯上的干预措施推动力较小，但仍然可以产生可测量的影响。美国使用了一项

提高儿童疫苗接种率的干预过程，通过提供医疗卫生机构疫苗接种率的反馈，可以监测医

疗机构的进展，为医务人员提供改善疫苗接种状况的动力(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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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为提高疫苗接种率的助推干预措施阶梯

通过默认选项来指导选择
除⾮个⼈选择退出，否则⾃
动设置疫苗接种预约

促成选择
增加接种疫苗的选择，例如在
⼯作场所或者家附近接种

促进实施意愿
要求个⼈预先提交时间和地点

以进⾏疫苗接种

框架信息
提供有关同龄⼈或者更加健康的个体
的疫苗接种率的社会⽐较反馈

提供信息
为⾃⼰和他⼈提供疫苗接种福利⽅⾯的信息

什么也不做
只监测疫苗接种率

来源：Patel MS （参考⽂献32）

向个人提供接种疫苗的提醒可以作为助推，在他们应该接种疫苗的日期通知他们，并

且提示他们到达疫苗接种点接种疫苗。这些通知可采用纸张或者手机短信的形式，已经被

证明有效(62)。在卫生机构中，卫生工作提醒者通过免疫数据收集工具（无论是纸质还是

电子）提醒，可以帮助改善医务人员的疫苗注射工作(59)。

一项成功的助推战略旨在减少便利接种的障碍并促成选择，这是一个长期适用的规

程。长期适用的规程是医疗机构中实施的一项方针，允许非医师的医务人员在没有处方或

医生的明确命令的情况下接种疫苗，并且已经证明这种策略如果适用，将是改善疫苗接种

的最有效策略之一(63)。所有的策略都可以与宣传方法相结合，以创造社区需求。

超越助推

助推是影响需求的一种有利方法，因为他们保留了选择权而不是强制性的。然而，一

些专家认为，当助推措施未能够在医务人员中实现最佳的疫苗接种率时，这种失败会对他

们的患者造成伤害，决策者应该采取更有力的政策(64)。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助推失败时，

应该立即采取取消选择的措施。在限制选择之前，存在着贯穿整个策略的干预措施。“软

命令”的使用提供了在这个连续过程中的行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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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flulapalooza》运动增加了医务人员对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接种

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医疗中心拥有超过24 000名医务人员。自2011年以

来，医务人员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运动的基石一直是大规模的流感疫苗接种活动，人们戏称这一活动

为“flulapalooza”。这项活动平均每天接种超过14 000人。封闭式点胶（The closed point-of-

dispensing，c-pod）设计已经经过评估和改进，可以显著地提高管理效率和疫苗接种率。该活动在医

院职业卫生和行政领导中演习大流行疫苗的关键接种时，着重突出节日气氛。

该活动实现了当天在场的医务人员的高接种率；然而由于护理班次的结构和院内的病房责任，通常

只有不到30%的护理人员在活动中接种疫苗。因此，医疗中心将flulapalooza与病房探访、移动推车和

其它策略相结合，以实现其年度目标，即整体医务人员的疫苗接种率超过90%。机构内的政策逐渐增加

了拒绝接种的难度，并最终通过纪律处分来处理无故不接种疫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纪律处分实行之

前的流感季已经达到了92%的接种率。有关活动设计、工作流程图和实用的具体经验教训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在线出版物。

资料来源：Swift MD, Aliyu MH, Byrne DW, et al. Emergency preparedness in the workplace: the 
flulapalooza model for mass vacci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7 
sep;107(s2):s168-76. http://ajph.aphapublications.org/doi/abs/10.2105/AJPH.2017.303953

附录5 提供了一个表格，列出了不同的宣传和创造需求的方法，并说明了实施该方法所

需的努力和预期影响。

疫苗采购和供应链管理

疫苗采购

以最优价格购进疫苗需要充分了解采购机制和系统，疫苗市场动态以及疫苗定价要

素。采购从预测疫苗需求开始，然后招标、签署合同和进入采购流程。工具箱11中列出了

疫苗采购的工具和资源。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的采购可能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可能需要

在WHO关于季节性疫苗配方的建议公布后不久获得监管批准，并且在流感季节之前与特

定厂商预先达成购买承诺（2月为北部，9月为南半球）。

http://ajph.aphapublications.org/doi/abs/10.2105/AJPH.2017.30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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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产品的选择和介绍

与其它任何疫苗一样，产品和展示的选择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供应的可得性、价

格、易用性、储存和运输要求、疫苗的浪费和错过接种机会等（例如，由于不愿意仅仅为了

一两个人打开一个十剂量的小瓶而推迟了疫苗接种）。疫苗瓶尺寸的选择应该基于每个疫苗

接种点应注射的剂量和接种数。目前预审合格的可注射季节性流感疫苗有单剂量预填充注射

器以及单剂量和10剂量小瓶。所有的10剂量小瓶均含有硫柳汞作为防腐剂。然而，可以注意

到，并非所有目前可用的预审合格的10剂量小瓶产品都有开封后可存储28天的市场许可，

并且并非所有产品都具有疫苗瓶监测器（vaccine vial monitor，VVM）。在选择产品和介绍

时需要考虑这些方面。在检查采购订单之前，应当检查每种产品的规格和介绍，以确认它们

符合项目的要求。有关WHO预审合格疫苗的信息可以在WHO网站上找到（见工具箱11）。

预测疫苗需求将是疫苗采购中最重要的第一步。预测需求需要评估将成为接种目标的

医务人员人数，预期的疫苗覆盖率以及疫苗浪费估计数。理想情况下，公立医院和私立医

院的医务人员都应该是疫苗接种的目标人群。估算医务人员接种疫苗的目标人群数的过程

可能比针对一般人群的其他疫苗更加复杂。来自这些评估的数据也更难找到，特别是在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工具箱12提供了用于评估医务人员数量以及疫苗目标人群的资源。

工具箱11

疫苗采购工具 

采购机制和系统。
 �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rocurement/mechanisms_
systems（2019年5月14日访问）

疫苗产品、价格和采购（Vaccine	product,	price	and	procurement，V3P）网络

平台。
 �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rocurement/v3p/platform 
(2019年5月14日访问） 

疫苗市场。
 �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rocurement/market 
(2019年5月14日访问）

世界卫生组织（WHO）预审合格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清单。
 � https://extranet.who.int/gavi/PQ_Web/（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rocurement/mechanisms_systems/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rocurement/mechanisms_systems/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rocurement/v3p/platform/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rocurement/market/
https://extranet.who.int/gavi/PQ_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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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卫生人力数据库可能没有包含所有可能成为接种目标的医务人员类别的信息。例

如，全球数据库可能只评估了医生、护士和助产士的人数，而没有包含其它医务人员的类

别。在这种情况下，粗略估计可以基于那些没有数据的医务人员与可获得数据的医务人员

的比例（例如，医生与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比例）。通过对医疗机构的较小的具有代表性的

样本（例如，一级、二级、三级）的调查，可以快速获得这些比例。

由于每个医疗机构都需要准备包含了接种目标人群姓名的受益人清单，用以追踪疫苗

注射和保留疫苗接种记录；随后几年可以使用这些受益人名单和疫苗接种记录的数据对初

始需求预测进行改进。

物流和冷链管理

流感疫苗的储存与国家免疫规划中的其它大多数疫苗相似，需要储存在2-8摄氏度条件下。

 由于医务人员预计将在每年流感季节开始前相对较短的窗口期内接种疫苗，因此需要

制定一项计划，以保证窗口期内供应链中不同层面的疫苗的储存和运输。用于疫苗预测、

管理和物流的工具和资源可在WHO网站上获得（工具箱13). ）。每一个WHO预审合格的

产品和介绍的冷链数量要求都可以在WHO网站上查阅（请选择疫苗类型，然后单击每个

产品和介绍的链接来获取此信息）11。在医疗机构层面，负责医务人员疫苗接种的协调中

11 世界卫生组织（WHO）预审合格疫苗：https://extranet.who.int/gavi/PQ_Web/Browse.aspx?nav=3

工具箱12

Resources for estimating target population size 

全球卫生观察站：卫生人力资源。
 � http://www.who.int/gho/health_workforce

全球卫生人力统计数据库，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
 � http://www.who.int/hrh/statistics/hwfstats

计算医务人员：定义，数据，方法和全球结果。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
ƥ http://www.who.int/hrh/documents/counting_health_workers.pdf

卫生保健机构来源的传染性和尖锐废物的处理技术概述
ƥ https://www.who.int/hrh/statistics/Health_workers_classification.pdf

https://extranet.who.int/gavi/PQ_Web/Browse.aspx?nav=3
http://www.who.int/gho/health_workforce/
http://www.who.int/hrh/statistics/hwfstats/
http://www.who.int/hrh/documents/counting_health_workers.pdf
https://www.who.int/hrh/statistics/Health_workers_classification.pdf


33

3.	规划和管理医务人员的疫苗接种

心应当确保该机构所需的疫苗剂量纳入需求预测，并且在疫苗运输至医疗机构的日期之前

确保有足够的储存空间以容纳所需的疫苗剂量。

 

医务人员的接种

理想情况下，应当在目标医务人员日常工作的医疗机构中对他们进行疫苗接种，以确

保方便地接种疫苗。

每个医疗机构都应该制定一项机构计划，以便在流感季节之前对医务人员实施季节性

流感疫苗接种。这些计划中应当包括在每个班次中为医务人员提供方便疫苗接种的措施。

医疗机构需要在机构层面上进行不同的选择，以便在夜班期间覆盖医务人员的接种而无需

进行24小时的服务，比如说在交班前后进行疫苗接种（班次变化前后）。

案例研究：利用免疫冠军（immunization champion）来加强阿曼医务人员的流感疫
苗接种

阿曼拥有一个普及的免费综合医疗保健体系，其中包括了医务人员的流感疫苗接种。阿曼是WHO东

地中海区域（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EMR）为数不多的高收入国家之一，已经实现了医务人员

流感疫苗高覆盖率（>80%）。免疫冠军使这一点成为可能。阿曼的卫生部长非常重视保护医务人员的健

康，并且率先接种了第一批季节性流感疫苗。作为医务人员团体的保护人以及在该国具有影响力的人，他

的行为加强了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并不断推动着流感免疫项目的实施。他还亲自参与向医务人员团体传

播疫苗接种信息。

工具箱13

疫苗管理和支持的资源 

能帮助规划管理人员管理供应链和物流支持计划的资源请见WHO网站： 
 �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supply_chain/resources/tools/
en/index4.html（2019年5月14日访问）

卫生保健机构来源的传染性和尖锐废物的处理技术概述	
ƥ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28146/9789241516228-eng.pdf 

(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supply_chain/resources/tools/en/index4.html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supply_chain/resources/tools/en/index4.html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28146/9789241516228-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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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和管理医务人员的疫苗接种

应当在医疗机构层面建立疫苗接种小组，在机构负责人的全面监督下协调疫苗接种活

动并且优化疫苗的接种。应该指定一个人为该小组的领导。他可以是职业卫生和卫生协调

中心也可以是负责卫生机构免疫活动的人员。在较大的医疗机构中，医疗服务工作人员可

能会负责此项活动。一些组织和医疗卫生机构的经验表明，医务人员中的“疫苗拥护者”的

使用可能有助于改善医务人员的疫苗接种率。一些国家成功使用了移动团队方法，团队前

往医疗机构的每个临床区域并提供疫苗接种。

培训疫苗接种小组

应当开展卫生机构疫苗接种联络点培训讲习班，以制定医疗机构计划并且实施和监测

疫苗接种活动。应当在国家层面创建标准化的日程表、课程、资源文件、清单和记录数据

的样版表格，可以在研讨会上使用以便所有的医疗机构可以统一的培训。为了进一步确保

同一培训，可以使用培训师小组开展讲习班，他们自己统一培训，随后使用极联培训方法

被分配到每个区域/亚区域。可以使用较短的培训视频来实现培训的统一性，对于那些无

法参加培训课程的人员，可以考虑使用基于网络的自学模块培训。

医疗卫生机构的疫苗接种小组应该有能力对医务人员群体进行分类（详见第二章医务

人员风险分类样本），并建立一份符合疫苗接种的医务人员名单，包括他们的职称和工作

领域。不同的疫苗接种政策适用于不同的风险类别，应该创建单独的清单或者建立机制以

便轻松识别和监测每个类别的疫苗接种状况。应当在疫苗接种活动之前充分完善受益人名

单，并向相关的医务人员通报疫苗接种的必要性。

除了医疗机构雇佣的医务人员之外，如果不是所有机构都可以进行疫苗接种，可以根

据国家政策向大型机构下游的小型机构内的医务人员供应疫苗，包括私人医疗机构中的医

务人员。

应当在每个医疗机构建立违约者跟踪及发送提醒的机制。对于接触高风险患者的医务

人员（例如器官移植、肿瘤科、重症监护室或围产期病房的工作者），可能需要在流感季

节之前通知未接种疫苗人员的主管（若当地保密规范允许）以使他们加强书面提醒，或者

在拒收取拒绝接种人员签署的主动拒绝表格，并制定适用于主动拒绝人员的感染控制措

施，如根据已建立的国家医疗机构政策，重新分配职责、戴口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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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家都应建立适当的机制，从卫生机构层面到国家层面去监测疫苗覆盖率以及免

疫接种后的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s fol低ing immunization，AEFI），并在流感疫苗引

入后至少进行一次评估。但是，只有在没有达到免疫目标且资金可用的情况下，才能测量

疫苗接受度和疫苗有效性或影响。

开发和更新信息系统

应建立适当的表格和数据输入模块，用于记录和报告卫生机构层面的疫苗接种数据，

并建立报告数据的流程。

在开发数据收集工具和指南时，应考虑包括公共和私人卫生系统的需要。这可能需要

绘制现有卫生信息系统和免疫数据收集工具的图谱，以及指导如何使用这些系统收集医务

人员季节性免疫数据。

数据收集系统可能因卫生机构而异，具体取决于机构的规模和可用的基础设施。但

是，不论所使用的数据记录系统如何，每个卫生机构必须提供标准的数据报告表，以确保

收集了向国家层面报告所需的数据。这可能包括医务人员的姓名、医务人员类别、工作领

域、风险类别、疫苗接种日期、疫苗产品和批号。在编制数据报告表时，应考虑NITAG提

供的关于监测和影响评估的建议。

无论纸质的还是电子的数据收集系统，都应具有对不履行接种者的追踪能力，以及用

于生成和向未接种者发送提醒的系统。使用此类提醒系统时，保护医务人员健康状态和疫

苗接种状态数据的机密性至关重要，数据的访问应仅限于机构的疫苗接种协调员。

覆盖率监测

有几种估算医务人员流感疫苗覆盖率的方法。覆盖率测量时间的选择很重要，应该与

该国的疫苗接种时间相协调。鉴于流感疫苗通常在季节性活动中使用，建议频繁报告（例

如每月）。理想情况下，应在季节结束时评估，此时可获得完整的数据然后进行评估，并

对任何不一致的数据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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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机构登记

医务人员的流感疫苗接种信息应包括在已有记录中作为职业卫生要求的一部分并包括在疫苗

接种登记册中作为机构监测机制的一部分。如果从多个来源进行报告，则需要仔细评估数据差异，

并应明智地考虑数据保护问题。最低限度的数据包括每个季节接种流感疫苗的人数，目标医务人

员的总数以及得出的疫苗接种覆盖率（%）。通常，分子和分母数据都可以从卫生机构的职业卫生

部门获得。为了建立更详细的分母，第一步可以使用名义医务人员记录（例如基于工资单）。通过应

用与医务人员感染风险或将感染传播给他们所护理的病人的相关标准，可以从这些记录中选择流

感疫苗接种目标人群的收益者名单（参见”特征化接种目标群体”部分和表1）。取决于报告系统和计

划的能力，这可以包括按医务人员类别和风险概况统计数字，以按子类别进行覆盖率估计，例如医

生，护士，实验室工作人员或重症监护病房或一般工作人员，例如药房或儿科病房等。

如果疫苗接种注册表不存在，医务人员疫苗覆盖率可以通过计算粗略估计出来，用分配给每个

机构的疫苗剂量数目减去未使用的疫苗剂量数目，除以估计的该机构医务人员目标接种人群数目。

评估国家层面覆盖率的一种类似的、相当不精确的方法是使用定期汇编的医务人员数据（如向

WHO报告的）来估算分母（见工具箱12），用于疫苗需求预测，以总的疫苗接种数目作为分子。这种

方法只能作为当其他描述的方法都不可行时的最后方法。

管理性数据

如果由政府、国家保险系统或雇主承担费用，免费向医务人员提供疫苗，则可以定期（有时是强

制性地）报告机构层面中接种疫苗的医务人员人数。这些管理性数据可以从记录完备的国家疫苗

计划或健康保险记录中获得。

调查

应每隔3至5年进行一次关于疫苗接种和其他干预措施的调查，并确定亚国家层面覆盖率的异质

性，这对于必须适应免疫接种实践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国家医务人员登记处（例如专业组织）采用

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择代表性的医务人员样本。如果没有此类登记处，可以在这些机构中分两阶段

选择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如果有联系信息，可以通过面对面，电话或基于互联网的平台进行标准

化访谈。如果没有此类信息，可以向所选机构中的所有医务人员提供在线调查链接，邀请他们用移

动电话或个人计算机访问调查平台。应该注意的是，当使用这种方法时，接种疫苗的自我报告可能

导致过度报告12。

12 Llupia A et al. Vaccination Behaviour Influences Self-Report of Influenza Vaccination Statu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mong Health Care Workers. PLoS One 2012; 7(7):e3949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
PMC339477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39477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39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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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估算覆盖率的方法中，重要的是详细说明医务人员的类别，例如，那些有

或没有直接接触病人的人，后者包括学生、实习生、志愿者、维护人员、信息技术人员、

食品服务人员等，他们已被列入分子和分母。同样重要的是要指明在流感季节期间工作的

兼职人员是包括在覆盖面估计中的。如果不建议接种疫苗的个体接种了疫苗，例如后勤办

公室工作人员或工作人员亲属等，则必须注意在估计疫苗接种覆盖率时不要计算这些数

目。需要监测调查的拒绝率和完成率，并对分析中可能出现的选择偏倚进行调整。

有时，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可能仅根据在特定区域或地点采购和获得的疫苗数量，设定

接种疫苗的医务人员的绝对数量目标。这种方法虽然在一些国家得到应用，但不能正确估

计覆盖率，包括按风险类别的覆盖率，或随时间的比较，这对于解释任何影响数据都很重

要。它也无法识别疫苗接种或拒绝的决定因素。

如果可以的话，应参照其他预估常规医务人员疫苗接种覆盖率的数据和方法，例如，

乙型肝炎、麻疹、脊髓灰质炎、百日咳或破伤风疫苗。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些疫苗不是每

年提供的，通常只能在投入服务时进行核对。

工具箱14列出了用收集和报告免疫数据以及估算覆盖率的可用工具列表。

工具箱14

监测和评估工具及指标 

实践系列中的免疫。模块7：监测和使用您的数据。描述如何收集和报告数据以及

如何监控免疫性能。
ƥ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monitoring_surveillance/resources/IIP_Module7.pdf 

（2019年5月14日访问）

中层管理人员培训。模块7：EPI覆盖率调查。(Document WHO/IVB/08.07）。日

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8。提供逐步的演练，包括相关的指导和工具，来计划

和进行新引入的疫苗的覆盖率调查。
ƥ http://who.int/immunization/documents/MLM_module7.pdf（2019年5月14日访问）

WHO关于估算目标群体中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的参考概述了用于估计接种疫苗的

高风险人群中国家流感疫苗覆盖率的不同方法。
ƥ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4/317344/Methods-assessing-

influenza-vaccination-coverage-target-groups.pdf（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monitoring_surveillance/resources/IIP_Module7.pdf
http://who.int/immunization/documents/MLM_module7.pdf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4/317344/Methods-assessing-influenza-vaccination-coverage-target-groups.pdf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4/317344/Methods-assessing-influenza-vaccination-coverage-target-group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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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FI监测

对于任何疫苗和目标人群，功能性AEFI监测系统是一项基本要求，因为文献持续指出

医务人员对流感疫苗安全性存在知识差距和误解。

在向医务人员提供流感疫苗时，用于监测和调查可能的AEFI的系统应与现有的AEFI监

测系统理想地结合，以符合国家疫苗安全监测规定。NIP或其他负责医务人员流感疫苗接

种的部门（如职业健康）应与国家监管机构合作，确定疫苗安全监测的作用和责任。在首

次使用流感疫苗的国家，可能可以在引入流感疫苗的第一年期间加强AEFI监测，以便向利

益相关者提供快速反馈，以帮助确保他们使用疫苗的安全性。

功能性AEFI监测系统将检测并阐明疫苗问题，这可能是由于产品本身，质量或疫苗管理

错误所致。所有疫苗接种者报告的被认为与流感疫苗有关的事件（包括次要事件）应使用标

准报告表格报告给AEFI监测系统（参见工具箱15）。如果报告充分，监测系统应能够评估观

察到的流感疫苗反应率，并将其与文献报道的期望率进行比较。对于严重的AEFI，通常由一

组专家评估因果关系。重要的是，对于任何疫苗，这样的系统需要能够识别先前未知的或意

外的疫苗反应，这应当更深入研究的调查。必须注意确保巧合事件不会被误诊为疫苗反应。

通过建立和加强AEFI系统，流感疫苗接种也可用于进一步提高卫生工作界对整体免疫

安全性的认识。

工具箱15

AEFI相关的信息来源  

AEFI核心变量，包括病例、疫苗、事件和报告者的数据。
ƥ http://www.who.int/vaccine_safety/initiative/tools/AEFI_core_variables_basics_EN_

Dec2015.pdf（2019年5月14日访问）

AEFI记录的样表，包含报告要素的详细说明。
ƥ http://www.who.int/vaccine_safety/initiative/tools/AEFI_reporting_form_EN_Jan2016.pdf 

(2019年5月14日访问）

AEFI的因果关系评估：通过访问相关软件工具，分为四个步骤提供详细的方法。
 � http://www.who.int/vaccine_safety/publications/gvs_aefi/（2019年5月14日访问）

疫苗安全培训资源，提供疫苗和药物安全培训包。
 � http://www.who.int/vaccine_safety/initiative/tech_support/（2019年5月14日访问）

信息表：观察到的疫苗反应率-流感疫苗
ƥ https://www.who.int/vaccine_safety/initiative/tools/Influenza_Vaccine_rates_information_

sheet.pdf（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www.who.int/vaccine_safety/initiative/tools/AEFI_core_variables_basics_EN_Dec2015.pdf
http://www.who.int/vaccine_safety/initiative/tools/AEFI_core_variables_basics_EN_Dec2015.pdf
http://www.who.int/vaccine_safety/initiative/tools/AEFI_reporting_form_EN_Jan2016.pdf
http://www.who.int/vaccine_safety/publications/gvs_aefi/
http://www.who.int/vaccine_safety/initiative/tech_support/
https://www.who.int/vaccine_safety/initiative/tools/Influenza_Vaccine_rates_information_sheet.pdf
https://www.who.int/vaccine_safety/initiative/tools/Influenza_Vaccine_rates_information_she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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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评估疫苗接受度

已经调查了医务人员疫苗接受度的关键决定因素，包括自我保护和保护家庭和患者的

愿望。（另参见关于宣传和疫苗接受度的部分）。

作为医务人员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初步情况分析的一部分，可通过关键的知情人访谈或

参与性研讨会调查有关政策、计划和实践的现有信息，接受度和参与度的影响因素以及媒

体和通信的影响。然后，这种分析的结果可以用来为其他通信策略提供信息，有针对性地

解决已确定的问题。

其他决定因素可以通过形成性研究来探索。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都可用于评估医务人员

的知识、态度，实践和行为的变化。应定期评估区分接种疫苗的医务人员与不接种疫苗的

医务人员的行为决定因素。了解医务人员对每年流感疫苗接种态度背后的原因对开发宣传

信息和产品很有用。让医务人员参与到与他们的观念，信仰，情绪和潜在冲突相关的行为

研究中也为医务人员界提供了参与该方法的机会，这可以使得更多人接受疫苗接种计划。

疫苗影响监测

在人群中引入流感疫苗后，其他研究可能有助于评估免疫计划的影响。

但是，鉴于其复杂性和费用，WHO不建议在所有有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国家进行疫苗

影响或效果研究。世界上许多研究网络进行此类研究，预计结果可用于具有类似流感流行

病学和疫苗接种计划的其他环境。因此，决定开展此类研究应基于对特定国家估计的需求

工具箱16

评估医务人员中疫苗接受度的工具 

TIP-FLU工具。提供基于行为改变理论和健康计划规划模型的方法和工具，以根

据前线HWs的需求和态度定制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
 �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communicable-diseases/influenza/
publications/2015/tailoring-immunization-programmes-for-seasonal-influenza-tip-flu.-
a-guide-for-increasing-health-care-workers-uptake-of-seasonal-influenza-vaccina-
tion-2015（2019年5月14日访问）

TIP-FLU黑山案例研究。提供使用TIP-FLU工具的实际示例。
ƥ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7/281860/Tailoring-Immunization-

Programmes-Seasonal-Influenza-TIP-FLU.pdf（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communicable-diseases/influenza/publications/2015/tailoring-immunization-programmes-for-seasonal-influenza-tip-flu.-a-guide-for-increasing-health-care-workers-uptake-of-seasonal-influenza-vaccination-2015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communicable-diseases/influenza/publications/2015/tailoring-immunization-programmes-for-seasonal-influenza-tip-flu.-a-guide-for-increasing-health-care-workers-uptake-of-seasonal-influenza-vaccination-2015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communicable-diseases/influenza/publications/2015/tailoring-immunization-programmes-for-seasonal-influenza-tip-flu.-a-guide-for-increasing-health-care-workers-uptake-of-seasonal-influenza-vaccination-2015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communicable-diseases/influenza/publications/2015/tailoring-immunization-programmes-for-seasonal-influenza-tip-flu.-a-guide-for-increasing-health-care-workers-uptake-of-seasonal-influenza-vaccination-2015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7/281860/Tailoring-Immunization-Programmes-Seasonal-Influenza-TIP-FLU.pdf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7/281860/Tailoring-Immunization-Programmes-Seasonal-Influenza-TIP-FL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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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当地进行此类严格研究的能力。如果没有对不同医务人员类别的适当抽样进行合适的

设计研究，则存在得出错误结论的风险。

鉴于流感疫苗在季节性流感疫情中预防流感症状的效果显示出相当大的异质性，13 因

此不建议对流感进行前后研究以证明疫苗有效性。鉴于不同类别的医务人员感染和传播给

患者的风险各不相同，评估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对医务人员的影响的研究可能更为复杂。

在医务人员中，缺勤率的普遍减少或（如果有的话）流感相关缺勤的减少通常被用作

流感疫苗接种规划影响的替代指标。为此，卫生机构的制度监测需要包括医务人员的疾病

率和疾病缺勤的测量。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记录流感样疾病（influenza-like illness，ILI）

（或呼吸道感染）引起的缺勤天数。这将包括自我报告的ILI，无论有没有病毒学确诊。其

他非特异性结果包括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ARI）

和需要住院的全因肺炎。重要的是要注意所有这些临床综合症包含了流感疫苗不能保护的

各种其他呼吸道病原体。如果进行此类评估，理想情况下应涵盖多个季节，因为影响因季

节而有很大差异，否则此类研究将很难解释。

实验室确认的结果（例如通过RT-PCR和其他分子诊断测试）改善了流感疾病分类的特

异性。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建立具有这种能力的哨点，以便从医务人员那里收集样

本进行实验室确认。在这些地点，如果疫苗覆盖率足够高，可以使用病例对照设计评估疫

苗有效性，并比较实验室确诊与试验阴性病例的疫苗覆盖率。任何这些方法都需要复杂的

实验室能力，而这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的。

筛选方法是一种研究设计，也可用于医务人员疫苗影响评估：它使用病例个体水平的

疫苗接种历史数据和来自医务人员群体的病例的疫苗接种覆盖率数据。然而，这项研究需

要有关病例的疫苗接种状况和医务人员疫苗接种覆盖率的准确信息。

鉴于每年为医务人员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少他们所照顾的患者的疾病，可以设计研究

来评估医务人员流感疫苗接种对医疗机构患者的死亡率，住院治疗和流感病例的影响。在

这种情况下已经使用了几种研究方法，例如随机试验或病例对照方法。鉴于研究设计的复

杂性，此类研究的开展应限于具有开展此类研究的能力和经验的研究机构。

一旦引入流感疫苗后可获得足够的成本和影响数据，可考虑进行经济学评价和成本效益

评价。WHO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资源文件，这些文件正在进一步发展，以专门估算医务人员

接种疫的疫苗引入成本（工具箱17；另参见工具箱2）。鉴于医务人员群体的规模有限，

相关数据并不容易在任何地方获得，评估可能难以进行。

13 评价流感疫苗效果：设计和解释观察性研究的指南, 世界卫生组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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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后评价

国家免疫规划审查（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 Reviews）定期在新疫苗引入后
每5年评估一次特定疫苗的使用情况。此类NIP评审应包括相关项目，以确定与新疫苗使用
相关的可能的计划领域。

根据NIP审查之间的需要，可以在第一次或第二次流感免疫季节后进行特定的流感相关
引入后评估（Post-Introduction Evaluation，I-PIE）工具。

I-PIE包（工具箱18）包括许多支持评估计划和实施的工具，包括纸质或电子格式的标
准问卷和数据收集表格以及报告模板以及如何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执行I-PIE的说明。
这些工具需要根据具体的国家背景以及疫苗制剂和表现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I-PIE在卫生系统的各个层面进行，包括疫苗接种点，疫苗储存区以及数据和记录审查
的观察实践。因此，I-PIE可以提供更直接的方法来评估流感疫苗使用的规划性挑战和影
响，并比较各国的结果，使他们能够分享和学习彼此的经验。

工具箱17

医务人员中的流感：研究方法学 

评价流感疫苗效果2017。为设计观察性流感疫苗效果研究的研究人员和解释并应
用这些研究结果的公共卫生学家提供详细信息。附录将讨论流感疫苗在医务人员

中的有效性。
ƥ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5203/9789241512121-eng.pdf 

(2019年5月14日访问）

估算与季节性流感相关的疾病负担手册。提供评估一般人群以及易患严重疾病的

特定疾病患者的流感疾病负担的逐步方法。
 � http://www.who.int/influenza/resources/publications/manual_burden_of_disease/ 
(2019年5月14日访问）

工具箱18

流感疫苗引入后评估工具 

I-PIE工具，带有说明、记录、报告模板。
 �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research/development/ipie_influenza_post_
introduction_evaluation/（2019年5月14日访问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5203/9789241512121-eng.pdf
http://www.who.int/influenza/resources/publications/manual_burden_of_disease/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research/development/ipie_influenza_post_introduction_evaluation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research/development/ipie_influenza_post_introduction_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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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不参加表格的样表

本表格是在自愿接种的情况下，属于极高风险或高风险的医务人员拒绝依据国家政策参加

评估、筛检与预防接种时所要填写的表格。完成这个表格尤为重要，因为按照国家特定政

策，未成功接种流感疫苗会导致医务人员被重分配岗位或者被要求采取一些保护措施来保护

病人。

不参与接种

1. 本人已阅读并理解有关医务人员注射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政策指引。

2. 我拒绝参加流感疫苗预防接种。

3. 我知道由于我不参与流感疫苗注射可能对自己或他人会造成潜在风险。

4. 我知道依据国家政策，由于没有进行免疫接种，可能导致我被重新分配到一个非

高危领域，或者为了保护其他与我接触的人而对我有其它要求。

5. 我不参与流感疫苗注射的原因是： 

拒绝签署

如果医务人员拒绝填写本表，则应在表格上注明，并依政策告知其可能后果。

医务人员姓名：

出生日期：

卫生服务/医疗机构：

工作地点：

签名：       日期：

办公人员专用：

我已经根据预防接种政策告知不参加疫苗预防接种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以及对未接种

者的管理。

预防接种组员工姓名：

职务：

卫生机构：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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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规划医务人员免疫接种的补充清单：国家
14

 层面适合当地使用

（适合当地使用）

为了说明医务人员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的具体情况，可在通用新疫苗引入的核对清单中加

入以下附加要素，参见附录4“将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原则和考虑”清单的结构。

医务人员季节性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政策

1. 医务人员季节性流感预防接种的国家政策已颁布并向所有相关机构以及卫生机构

发布，包括私人卫生机构和相关专业团体。

2. 医务人员季节性流感预防接种的政策体现在国家职业卫生政策中。

3. 医务人员季节性流感疫苗预防接种的花费酌情纳入免疫或职业卫生预算。

4. 已建立监测流感活动的系统，包括确定流感季节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以便选择最

合适的疫苗配方和流感疫苗接种时间。

为成功引进疫苗做计划

5. 已成立了功能性多学科协调小组，为了讨论和促进医务人员成为新的目标人群，

使之能够建立伙伴关系，支持、形成国家议程。

6. 该小组包括职业卫生和免疫规划、专业组织代表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联络人。

7. 制定了医务人员接种疫苗的成本核算工作计划并将其纳入国家免疫计划和有关的

职业卫生计划。

形成性研究（可选，只有计划进行形成性研究时才纳入）

8. 为准备疫苗引进而实施任何形成性研究的必要性和范围已经明确。

9. 已经建立了一个实施形成性研究的研究小组，并制定了研究的职权范围。

宣传

10. 为规划宣传策略以及为医务人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制定宣传材料而设立了国家

宣传工作组。

11. 有针对性的宣传信息和材料以及总体宣传策略已制定。

12. 对卫生机构宣传小组进行了培训。

14 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具有分权制度的大国，本清单的要素也可适用于相关的国家以下一级，例如：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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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采购和供应链管理

13. 已估计目标人群规模并将其纳入需求预测。

14. 估计单个卫生机构的需求，制定疫苗分配计划。

15. 在各个层面建立了充足的疫苗存储空间和供应条件从而在疫苗接种期间容纳疫苗。

疫苗接种

16. 已建立并培训卫生机构疫苗接种小组。

17. 为预防院内传播，用于管理拒绝疫苗接种和实施感染控制措施的系统已就位，例

如：重新分配、戴口罩、诊断为流感样病例时强制休假。

监测与评估

18. 已开发并分发数据记录和报告的工具，包括疫苗接种率的监测（更新接种数据和

医务人员的调查报告）和预防接种不良反应（AFEI）的监测。

19. 在疫苗引进后的前两个季节做引入后评估。

20. 审查运营研究的可能性，以评估医务人员对疫苗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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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卫生机构清单

（适合当地使用）

负责人 截止日期 情况

宣传

1. 已建立并培训了卫生机构宣传工作组

2. 卫生机构宣传计划和与对医务人员做集体宣传的时间表最终

确定

3. 为医务人员疫苗接种提供充足的海报以及信息材料

4. 向目标医务人员和监督员发出接种通知

5. 建立电话热线以解答医务人员的个人咨询问题

疫苗及用品的储存量

6. 确定疫苗接种窗口期流感疫苗和供应品的充足储存能力

7. 为医务人员接种疫苗提供充足的流感疫苗和用品

8. 有在疫苗接种期间产生的额外注射废物的处理规定

疫苗接种

9. 已建立和培训了疫苗接种组，最终确定了卫生机构内的疫苗

接种点

10. 对医务人员做好了分类并完成预防接种受益者名单

11. 为预防院内传播，用于管理拒绝疫苗接种和实施感染控制措

施的系统已就位。例如：重新分配、戴口罩、诊断为流感样

病例时的强制休假

监测与评估

12. 考虑到数据保护问题，有可用的数据记录和报告工具

13. 建立违约者追踪和提醒系统

14. 卫生机构登记册更新，包括流感疫苗接种

15. 更新了预防接种疑似不良反应（AEFI）监测和报告系统，以

识别医务人员的AEFI

16. 建立了疫苗接受度监测系统以解决医务人员的接种问题（如

果观察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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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对医务人员进行调查的调查问卷样卷

1 姓名（选填）

2 年龄（岁）

3 Sex ¨ 男  ¨ 女

4 工作类别15	 ¨ 医生

¨ 护士/助产士

¨ 实验室技术员

¨ 其他技术人员

¨ 其他（请注明）

5 与患者接触 ¨ 直接 ¨ 面对面但非直接接触 ¨ 不接

触

6 与高危病患接触 ¨ 是  ¨ 否

7 工作区域（临床工作区域的名称）

陈述
非常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意

1 医务人员接种疫苗（如乙型肝炎和流感）非常重要

2 如果我未接种疫苗并暴露于流感，我的健康可能

会有风险

3 暴露于流感会对患者的健康构成风险

4 接种流感疫苗会对我的健康构成风险

5 预防接种利大于弊

6 我接受疫苗接种会保护我的病人

7 保护患者的最佳方法是将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与

其他感染控制措施结合起来

15 根据当地医务人员分类，适应当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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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充分了解感染流感的风险

我充分了解接种流感疫苗的风险与益处。

以下因素会影响我接种疫苗的决定

9 国家决策机构的建议（例如NITAG）

10 认同我隶属的专业协会的推荐

11 如果它是职业卫生规章制度/要求的一部分

12 我的私人医生的建议

13 我可以获得免费接种

14 在我工作区域内可以很容易得到接种

15 同事接种了疫苗

16 有预防接种史

17 保护患者

18 防止/减少缺勤

19 有助于防备流感大流行

影响我决定接种流感疫苗的其他因素（列在下方）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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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宣传和需求生成：开发内容的方法分层

方法 投入 影响

建立宣传信息的内容

通过提供在同龄人或更健康个体中的接种率的社会比较反馈来构建信息 低 中

基于认知类型和文化行为的针对性宣传 中 高

宣传方法

信息、教育与宣传（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IEC）材料的分发和展示
低 中

在卫生机构层面建立一支专业的训练有素的宣传团队，以管理宣传和需求

生成方法
中 高

基于网络（包括常见问题解答和聊天组）和社交媒体宣传 中 中

向医务人员发送短信和电子邮件提醒 低 中

小组面对面简报会 高 中

在国家和卫生机构层面使用免疫拥护者 中 高

需求生成方法

提供免费疫苗 中 高

使用移动团队在工作区域提供疫苗接种 中 高

提供奖励或者刺激竞争，例如：奖励疫苗接种率最高的临床区域 低 中

可视提醒和同伴压力，例如：接种疫苗后的个体佩戴徽章或贴纸 低 中

要求个体提交预计预防接种的时间和地点 低 中

增加获得接种的选择，接种场所离住所近或者在工作地点附近 中 高

通过默认选项引导选择，例如：除非个人选择退出，否则自动设置疫苗接

种预约
低 高

建立长期适用的规程以促进疫苗接种 中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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