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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常见问题与世卫组织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免疫活动的指导原则 1配套使用。随着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大流行的发展，这些常见问题将根据需要进行修订。 

免疫是一项重要的卫生服务，可以保护易感人群免受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害 2。通过提供及时的免疫接

种，个人和社区受到保护，并且疫苗可预防疾病暴发的可能性会降低。预防疫苗可预防疾病暴发不仅可以挽

救生命，而且与应对疾病暴发相比，所需资源更少，并有助于减轻已经备受 COVID-19 大流行压力的卫生系

统承受的负担。在致力于维持免疫系统的同时，各国所采用的做法应在提供免疫活动时遵循“不伤害”原则

并限制 COVID-19 的传播。而且，免疫出巡也可以作为一种机会，传播信息以鼓励降低 COVID-19 病毒传播

风险的行为，识别 COVID-19 疾病的征兆和症状，以及为出现症状时的处理方法提供指导。 

免疫服务 

1.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新生儿疫苗接种规划是否应该按计划继续进行？ 

应该。考虑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应保持在卫生机构内分娩，新生儿疫苗接种（例如卡介苗、口服脊灰疫

苗、乙型肝炎疫苗）应继续作为优先事项，并且疫苗应根据国家免疫时间表进行接种。 

2.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是否建议成人接种疫苗？ 

已有针对老年人和高危人群的肺炎球菌、流感或百日咳疫苗接种规划的国家，应在执行措施以避免

COVID-19 传播的同时，维持这些规划，尤其是对于严重疾病风险较高的人群，例如老年人。通过疫苗接种

预防呼吸道疾病并减少因肺炎球菌、流感和百日咳住院治疗，将使呼吸科医疗设备、药物和卫生保健工作者

能够更多地用于支持 COVID-19 患者。虽然目前关于 COVID-19 是否与肺炎球菌感染的风险加大相关的信息

有限，但接种肺炎球菌疫苗可以预防原发性和继发性细菌感染并避免不必要地使用抗菌药物（抗生素）。 

3.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是否应按计划继续在学校进行疫苗接种？ 

只有当采取了预防和控制感染的措施以避免在学生、教职员工和卫生保健提供者中传播 COVID-19 病毒

的风险，才应继续开展在学校接种疫苗的行动。在学校接种疫苗是为儿童和青少年接种若干疫苗（例如破伤

风和白喉加强疫苗、麻疹风疹二联疫苗、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脑膜炎球菌疫苗和伤寒结合疫苗）的重要方

式。 

但是，当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暂时停止时，应避免基于学校的接种运动战略；应寻求替代方法，为这些

学龄儿童提供适合年龄的疫苗。 

 
1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免疫活动的指导原则，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590/WHO-2019-nCoV-
immunization_services-2020.1-eng.pdf 
2 COVID-19：疫情期间维持基本卫生服务的战略计划和业务指导，2020 年 3 月 20 日。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covid-19-
operational-guidance-for-maintaining-essential-health-services-during-an-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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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是否可以采取措施保护免疫工作者免受COVID-19病毒的侵害？3 

可以。各国可以在严重短缺时遵循有关合理使用冠状病毒病（COVID-19）个人防护装备的建议指导意见

和注意事项 4以及在 COVID-19 背景下使用口罩的建议 5，并鼓励免疫工作者经常进行《手部卫生五时刻》6中

概述的手部卫生。应当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进行疫苗接种，并应经常对这些地方进行消毒。 

5. 是否有办法组织免疫服务站点以最大程度地减少COVID-19病毒传播的风险？ 

有办法。可以采取一系列简单的步骤来保护受接种者和照护者避免接触 COVID-19，例如限制免疫接种

时在场的个体数量，并以更频繁的间隔开展较小规模的活动。避免等候时人员拥挤的战略可以包括： 

• 有计划地安排预约进行免疫接种； 

• 将免疫活动与其它适合年龄的基本预防性卫生服务结合起来，以限制受接种者及其照护者前往卫生

中心的次数； 

• 尽可能利用室外空间，并在卫生保健设施或场所保持身体距离； 

• 设立专门针对老年人和原已患有疾病（例如高血压、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或糖尿病）的人接种疫

苗的时段。 

只要有可能，应将免疫服务和等候区与治疗服务区分开（例如，根据设施的具体情况，在一天中不同的

时段或不同的空间）。 

6. COVID-19感染（确诊或疑似）患者可以接种疫苗吗？ 

可以。当今，尚无对COVID-19患者接种疫苗的已知医学禁忌。 

为了使传播COVID-19的风险降到最低，应根据世卫组织的指导隔离和护理疑似或确诊感染COVID-19的
个体7。 

如果确诊或疑似感染COVID-19的人不在卫生保健设施内（例如在家中），则寻求免疫接种的行为可能会

增加向他人传播感染的机会。因此，此人应推迟疫苗接种，直到症状消失，最好是连续两次COVID-19测试呈

阴性（相隔24小时进行）8。如果检测不可行，世卫组织建议将疫苗接种推迟到症状消退后的14天之后。 

如果COVID-19确诊或疑似病例在卫生保健设施中进行护理（例如住院病人），则应在康复后和出院前按

照国家免疫时间表为该人接种疫苗，前提是要采取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 

对COVID-19的病毒排毒期和传播能力尚不十分了解。随着这些研究的开展，本指导文件将进行更新。 

 
3 COVID-19 的关键防范、准备和应对行动。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498/WHO-2019-nCoV-IPCPPE_use-2020.2-eng.pdf 
4 在严重短缺时合理使用个人防护装备预防冠状病毒病（COVID-19）以及注意事项。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1695/WHO-2019-nCov-IPC_PPE_use-2020.3-eng.pdf 
5 在 COVID-19 背景下使用口罩的建议。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advice-on-the-use-of-masks-in-the-community-during-
home-care-and-in-healthcare-settings-in-the-context-of-the-novel-coronavirus-(2019-ncov)-outbreak 
6 世卫组织关于卫生保健中手部卫生的指南， 
https://www.who.int/infection-prevention/publications/hand-hygiene-2009/en/ 
7 冠状病毒病（COVID-19）技术指导：患者管理。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echnical-
guidance/patient-management 
8 在调查 COVID-19 病例和聚集性病例时的注意事项。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considerations-in-the-investigation-of-cases-
and-clusters-of-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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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接触COVID-19病例的人（接触者）可以接种疫苗吗？ 

可以。当今，尚无对COVID-19患者接种疫苗的已知医学禁忌。 

如果接触COVID-19病例的人不在卫生设施内（例如在家中），则此人应首先完成14天的自我隔离，以防

止将COVID-19病毒传播给他人的风险。如果自我隔离14天后未出现COVID-19症状，则此人可以接种疫苗。 

如果接触COVID-19病例的人正在卫生保健设施中接受护理（例如住院病人），则应在康复后和出院前按

照国家免疫时间表为该人接种疫苗，前提是要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8. 如果暂停或减少免疫服务，国家是否需要开展补种免疫活动？ 

需要。即使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继续开展常规服务的情况下，服务提供可能仍不是最理想的，或者受

益人可能无法或不愿获得服务。因此，加强免疫服务和促进需求的活动将是一个优先事项。 

在暂停免疫活动期间，应当开始制定补种疫苗活动的战略性计划，而不是等待恢复活动。在暂停或减少

免疫活动期间，应不断更新对疫苗注册、未接种疫苗者清单和新生儿追踪的审查，并将审查结果用于补种计

划。补种战略应基于当地易于暴发的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流行病学情况，例如麻疹、脊灰、白喉、百日咳、脑

膜炎球菌和黄热病；活动可以包括额外的外展和/或移动活动，或者定期加强常规免疫服务9。 

如果关于经调整的补种政策（例如，调整政策以扩大适用的年龄范围）或修订的免疫时间表（例如，疫

苗接种的最小间隔时间）的建议可以促进补种活动，则应由国家免疫技术咨询委员会向卫生部提供建议10。 

9.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是否可以开展活动来保持社区对疫苗的接受程度？ 

可以。保持对疫苗接种和卫生系统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在COVID-19大流行之后，对免疫服务运作的任

何变更都必须明确告知卫生人员和社区。为了维持社区对疫苗接种服务的需求，应实施量身定制的交流战略，

提供准确的卫生信息，解决社区关注的问题，增强社区联系并鼓励继续使用免疫服务。 

应当为卫生工作者提供培训，以发展感染预防和控制技能，还应增强他们向照护者和社区传达关键信息

的能力，这些信息涉及在COVID-19疫情期间将疫苗接种作为一项重点卫生服务、疫苗可预防疾病的风险以及

接种疫苗的益处。 

社区参与应使地方领导人参与补种活动的计划工作，以支持他们在倡导疫苗接种、告知社区正在恢复服

务以及强调接种疫苗和补种错过的疫苗的重要性方面的作用。为了指导量身定制的补种活动战略，至关重要

的是各国应监测公众和弱势群体中可能出现的疫苗接种障碍。 

10. 如果暂停或减少免疫服务，应向担心子女错过疫苗接种的父母传达什么信息？ 

可以告知父母，尽管及时接种疫苗很重要，但也有必要遵循国家和地方政府关于COVID-19预防措施（包

括保持身体距离）的指导。这意味着可能会暂时中断疫苗接种服务。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应建议父母

在疫苗接种服务恢复后为儿童进行免疫。父母也应放心，一旦再次提供疫苗接种服务，将通知他们如何补种

错过的疫苗。 

 
9 定期加强常规免疫，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olicies_strategies/piri_020909.pdf 
10 世卫组织。表 3：中断或延迟常规免疫的建议* - 世卫组织立场文件摘要，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policy/Immunization_ 
routine_table3.pdf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olicies_strategies/piri_020909.pdf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policy/Immunization_%20routine_table3.pdf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policy/Immunization_%20routine_table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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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暂停免疫服务，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免疫活动？ 

各国将需要尽早恢复和重振免疫服务。一旦COVID-19传播的风险降低并且卫生系统有能力恢复免疫服务，

就应立即重启被暂停的免疫服务。服务恢复后，仍然有可能存在COVID-19传播的一定风险。在恢复免疫服务

的初期阶段，仍需要更严格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以及在等候区保持身体距离的做法。 

为恢复服务做准备，应在适当的时候制定并实施沟通战略；该战略应充分告知卫生工作者并使他们做好

准备，明确宣布恢复免疫服务，并鼓励公众寻求疫苗接种。 

疫苗可预防疾病的监测 

12.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是否应该继续监测疫苗可预防的疾病？ 

应该。监测系统应继续实现对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早期发现和管理，至少应包括具有全球监测任务以及消

除和消灭目标的疾病：脊灰、麻疹、新生儿破伤风，以及在具有区域消灭目标的国家中，风疹。各国还应优

先监测具有流行潜力的疫苗可预防疾病：流感、脑膜炎球菌、黄热病、伤寒、霍乱和白喉11。对其它疫苗可

预防疾病的持续监测应尽可能继续。 

13. 如果COVID-19大流行不允许现有的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系统正常运行，建议对疫苗可预防疾病监

测进行哪些变更？ 

如果现有的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则应确定并维护关键功能，例如对急性弛缓性麻痹

病例的主动监测、脊灰环境监测、疫情监测、紧急标本的运送以及实验室对重点疫苗可预防疾病的确认。为

了降低接触COVID-19的风险，可以在有限数量的重点医院中继续对脊灰等疫苗可预防疾病进行主动监测，但

监测人员须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则应尽可能进行远程主动监测（例如通过互联

网、电话）12。 

14. 如何确保以实验室为基础监测疫苗可预防疾病的连续性？ 

许多疫苗可预防疾病实验室正在参与测试导致COVID-19的病毒。如果将COVID-19列为实验室测试的优

先事项，那么只有在确保不会因试剂的可得性和国际运输能力有限而影响COVID-19测试能力的情况下，才可

以测试疫苗可预防疾病标本。 

尽管可能降低了疫苗可预防疾病测试频率，仍鼓励各国保持足够程度的疫苗可预防疾病测试能力。如果

无法进行实验室测试，则应适当保存标本，以便在实验室能力允许的时候进行确认。各国应确保在省级和中

央级有足够的存储能力，并定期进行监测。实验室检测规程可能需要调整以满足对实验室确认的需求。特别

针对潜在的麻疹暴发，可以通过测试5至10个疑似麻疹病例来确认新的聚集性病例。 

15. 如何将COVID-19监测与现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结合起来？ 

应尽可能将全面的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系统与COVID-19监测系统结合起来，并利用实验室能力、数据管

理系统、标本运输和报告的共享基础结构。可以把标本收集、运输及处理（情况与流感和麻疹类似）和测试

 
11 世卫组织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标准，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monitoring_surveillance/burden/vpd/standards/en/. 
12 冠状病毒（COVID-19）背景下的脊灰监测网络临时指导文件。http://polioeradic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Interim-
Guidance-Polio-Surveillance-in-the-context-of-COVID19.pdf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monitoring_surveillance/burden/vpd/standards/en/
http://polioeradic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Interim-Guidance-Polio-Surveillance-in-the-context-of-COVID19.pdf
http://polioeradic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Interim-Guidance-Polio-Surveillance-in-the-context-of-COVID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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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以及规程（大多基于聚合酶链反应，并使用相同的核糖核酸提取试剂盒和酶）与COVID-19实验室监测结

合起来。 

16. 是否应该继续进行社区监测？ 

强烈建议不要进行社区监测，因为会涉及人员接触或群体宣传。但是，当正在进行针对脊灰的社区监测

时，仍应鼓励进行此类监测的人员报告急性弛缓性麻痹病例和潜在的疫情，并给患者打电话以鼓励他们前往

最近的医院。如果可能的话，针对新生儿破伤风的社区监测可以远程进行。世卫组织不建议对其它疫苗可预

防疾病进行社区监测。 

冷链和物资供应 

17.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如何防止疫苗库存不足？ 

全球疫苗生产正在受到干扰，导致延迟向国家运送疫苗。为了预测可能出现的任何供应中断，应在国家

级确保疫苗供应至少可用三个月。如果不可能的话，应在亚国家级（如有储存能力）确保疫苗供应可用三个

月。否则，应考虑更频繁地将疫苗运送到亚国家层面，例如每月一次或视以前的库存水平而定。 

18. 可以采取哪些行动确保各级常规免疫规划的疫苗和相关物资供应？ 

各国应根据常规免疫服务和接种运动的预期消费量，对疫苗和辅助用品进行合理的预测。各国应加强疫

苗库存监测系统，根据有效期和疫苗瓶监测状态，确保所有抗原和稀释剂均足够且有效。同样重要的是：(a)
应密切监测辅助设备（注射器和安全处置盒）的库存水平，因为辅助设备可能会在短缺时用于治疗目的；(b)
确保疫苗采购包括足够的安全库存水平；(c)尊重捆绑销售疫苗和相关商品；(d)与有关机构进行协调，以确保

在恢复航班和货运时运输疫苗。 

19. COVID-19检测试剂盒、试剂和实验室耗材可以存储在疫苗冷链中吗？ 

可以。允许使用扩大免疫规划冷链存储适当的温度敏感药品，只要标签正确，就可以包括COVID-19实验

室用品。在这种情况下，冷链或供应人员应首先确保有足够的冷链能力，并为此类实验室用品分配临时空间，

清楚地进行标识并与疫苗区分开。 

20. 各国如何评估其冷链系统的激增能力？ 

各国应更新和保持所有具备正常运行的冷链设备的设施（公立和/或私立设施）的清单，以确保激增能力

（例如，冷链系统存储突然增多的温度敏感产品的能力）。任何最新评估都可以用作为确定现有能力的数据

源，例如世卫组织/儿童基金会有效疫苗管理评估、疫苗和免疫全球联盟冷链设备优化平台或编制冷链示意图

的其它活动。如果没有这些数据，应进行快速评估以确保符合疫苗储存温度的要求。 

21. 是否有办法使COVID-19大流行期间冷链存储的负担最小化？ 

有的。各国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接收和分发疫苗的计划，以避免对冷链造成过重的负担。在适当的时候，

原本分配用于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的疫苗可以用于常规免疫。各规划应与供应商系统地核对疫苗的供应情况

和装运计划；预算可用性和资金分配应与修订后的供应计划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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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22. 免疫培训和覆盖面调查等其它活动是否应该继续？ 

根据进一步加剧COVID-19传播的风险，应当谨慎考虑促进免疫规划的活动。面对面的培训会使一群人聚

集在一起，如果不符合保持身体距离的建议，就应暂停培训。可以利用现有的数字卫生平台进行培训，获取

信息以及与寻求免疫服务的社区进行对话。此类平台可有助于向家庭介绍适当的卫生信息来源或其它社会服

务。 

23. 是否应继续引进新疫苗？ 

应谨慎地重新考虑并可能推迟引进新疫苗的计划。引进新疫苗通常包括启动仪式，不符合保持身体距离

的建议。此外，卫生保健能力可能会转用于COVID-19，而且社区需求太低，因此无法成功地推出引进的新疫

苗。 

24.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是否应继续开展消除麻疹和风疹的核实工作？ 

这取决于当地情况。在COVID-19疫情期间可以继续开展消除麻疹和风疹的核实工作，但应与国家应对

COVID-19的能力保持一致，否则应推迟开展工作。任何被延迟的麻疹和风疹核实工作都应纳入COVID-19之
后的恢复计划中。 

25.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是否应继续对消除孕产妇和新生儿破伤风进行评估（例如，核实前评估、

核实调查和核实后评估）？ 

由于在评估过程中需要密切的参与和人员互动，特别是在社区和评估团队之间，所以应推迟这些活动，

并在解除保持身体距离的限制之后予以恢复。 

26. 在COVID-19的背景下，是否有推荐供卫生保健工作者使用的疫苗？ 

有的。由于可能有与COVID-19一起在国内流行的其它疫苗可预防的疾病，例如流感和麻疹，因此所有卫

生保健工作者都应根据其国家计划接种疫苗13。 

27. 是否有针对COVID-19的疫苗？ 

截至这些常见问题发布之日，已有70多种候选疫苗在开发中，实验性疫苗的首次临床试验于2020年3月开

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从病毒基因组测序到加速开发疫苗仅用了60天的时间。但是，据世卫组织预计，从

发布这些常见问题之日起算，最早也要到18个月之后才会有针对COVID-19的安全有效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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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卫组织推荐供卫生保健工作者使用的疫苗，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policy/Immunization_routine_table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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