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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简报的目的是简要概括信息和注意事项，确保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流感的优化管理。它提出了

政策制定者可能面临的关键问题，如流感和SARS-CoV-2可能出现共同传播、流感和COVID-19患者的区分，

以及流感防控干预措施的规划。该文件还包括详细技术指导和其他资源的链接，涉及流感和 COVID-19 的交

集，包括形势监测、季节性流感预防、减少严重并发症和降低死亡率、保护特定群体以及公众沟通和公众参

与。 

引言 

随着北半球流感季节的到来以及热带地区全年流感流行，各国需要重新审视其流感工作规划和政策，并

针对同时发生的 COVID-19 大流行视情调整。每年，季节性流感影响所有国家民众，全世界引发病例多达 10
亿，重症 300 万至 500 万例，呼吸道相关死亡人数多达 650,000[1]。南半球的流感季节已经过去，提供的宝贵

信息可供其他地区参考。与前几年相比，2020 年南半球流感季节发现的流感病例数量大幅下降，原因可能是

针对 COVID-19 实施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PHSM）以及旅行限制[2]。然而，2020-21 年北半球流感季节的

情况是否类似还不确定。如果解除PHSM，流感传播可能会增加，或许会导致流感和引发COVID-19的SARS-
CoV-2 病毒共同流行，给易感人群和卫生系统带来额外负担。 

因此，必须确保在国家和地方各级利用总协调机制和伙伴关系，加强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流感防范

工作，并在相关流感季节来临之前审查流感防控计划和政策是否需要针对并发的 COVID-19 风险进行调整。

此外，流感防控计划包括一整套全面干预措施，例如疫苗、抗病毒药物和 PHSM（手卫生、保持身体距离、

呼吸道卫生/礼仪以及特定情况佩戴口罩）。这些干预措施可有效减少流感的影响，能与减少 COVID-19 影响

的工作协同增效。 

形势监测 

流感和 SARS-CoV-2 是具有相似传播模式的呼吸道病原体。这两种感染通常临床表现相似，似乎更多见

于 COVID-19 的味觉和嗅觉丧失除外，但也并非后者独有。因此有必要区分这两种病毒和相关疾病。 
全球流感监测监控通过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GISRS）进行，这是世卫组织协调下由 123 个会员国

的 155 个机构组成的网络。GISRS 的任务是全年监测监控流感病毒，作为全球预警机制发现可能引发大流行

的流感病毒。 
流感一般通过流感样疾病（ILI）和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哨点监测系统进行监测。世卫组织的

《全球流感流行病学监测标准》[3]说明了全球流感监测的目标。流感监测往往利用多个系统的信息同时实现

监测目标和其他公共卫生目标，包括监测和评估流感相关疾病和死亡率带来的负担和影响，为流感疫苗的研

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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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以下目标，必须进行常规监测以了解流感和 COVID-19 的流行情况： 
• 降低流感和 COVID-19 的传播以及相关发病率和死亡率；  
• 指导流感和 COVID-19 的实验室检测和临床管理，包括潜在的合并感染； 
• 为扩大或调整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存在有效的流感治疗方法，但在疾病初期使用最为有效。因此，坚持流感监测可降低死亡率和减少并发

症。建议各国坚持并视情调整对门诊和住院病人的常规流感监测。此外还鼓励各国利用现有流感监测系统来

监测 COVID-19 疫情，作为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辅助 COVID-19 监测、疫情调查和防控工作。 
若想应对得当，充分检测、确保有效发现和监测流感与 SARS-CoV-2具有关键意义。2020年 5月，世卫组

织发布了临时指导文件《COVID-19大流行期间 GISRS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流感季节——实用注意事项》[4]，
概述了防范和应对流感持续威胁、同时辅助 COVID-19 哨点监测工作的注意事项。指导文件还包含参与

GISRS 的国家流感中心（NIC）[5]、合作中心和必要的管制实验室[6]的实用注意事项。  
自 SARS-CoV-2 出现以来，GISRS 一直支持应对措施，除流感监测外还采用了哨点站监测方法，发现

COVID-19 病例和社区传播情况。2020 年 3 月，世卫组织发布了临时指导文件《使用 GISRS 监测 COVID-19
的操作注意事项》[7]，总结了利用现有流感监测系统进行 COVID-19 检测的操作注意事项。世卫组织的

《COVID-19 公共卫生监测：临时指导文件》[8]将这种哨点站监测方法作为其他 COVID-19 监测工作、疫情

调查和防控工作的补充。各国可考虑采取的监测措施之一是在常规哨点监测系统中增加（内部或商业上可获

得的高效多重分析）SARS-CoV-2 和流感的多重检测（允许使用单一样本同时检测两种病毒），可以节省时

间和资源。 
注意事项： 
1. 对所有或部分病例进行抽样和实验室检测，监测 ILI、SARI、非典型肺炎和原因不明发热，从而对

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呼吸道病原体引起的疾病坚持常规哨点综合征监测。 
2. 确保 NIC 有足够的资源保持警惕，尤其关注可能发展为大流行的新型流感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病毒变

种。 
3. 恢复或继续向全球或区域平台提供流感病毒学和流行病学数据的及时、常规和完整的报告。 
4. 继续执行 COVID-19 监测战略，确保流感检测样本送交 NIC。  
5.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哨点监测站优先抽样检测，进行流感和 COVID-19 多重检测。 

预防季节性流感 

可有效预防 COVID-19 传播的个人措施，如手卫生、保持身体距离、呼吸礼仪和特定情况佩戴口罩等，

对预防流感传播同样有效。世卫组织的临时指导文件《COVID-19 背景下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概述》[9]告
知各国主管部门可以用于防控 COVID-19 的措施同样适用于流感。 

流感疫苗接种仍然是预防流感疾病和降低高危人群疾病严重程度以及减轻社会整体负担的重要干预措

施。自 2012 年以来，世卫组织建议优先使用流感疫苗的若干目标群体有：孕妇、儿童、老年人、基础病患者

和卫生工作者[10]。所有这些风险群体仍然是接种疫苗的重要目标群体，鼓励各国继续开展常规流感疫苗接

种计划。2020年 9月，世卫组织发布临时指导文件《世卫组织战略咨询专家组（SAGE）在 COVID-19大流行

期间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建议》[11]，支持会员国在疫苗短缺的情况下优先为高危群体接种。如果疫苗供

应有限，COVID-19 期间流感疫苗接种第一优先考虑卫生工作者和老年人。上述优先次序的建议应与 2012 年

世卫组织建议、各国政策、当地流行病学形势和流感疫苗需求可能增加的趋势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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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继续尽可能推行个人措施，预防流感和 COVID-19 的传播。 
2. 坚持常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保护流感易感人群，确保接种疫苗时采取恰当措施降低接触 COVID-

19 的风险。 
3. 如果疫苗供应有限，根据 SAGE 对流感疫苗接种的最新建议优先安排风险群体接种。 
4. 为本国即将到来的流感季节开始规划流感疫苗的采购和部署工作，确保疫苗供应充足。 

减少严重并发症，降低死亡率 

应优先对流感患者进行临床管理，以减少严重并发症和降低死亡率，并预防感染在卫生设施蔓延。虽然

大多数患者的流感样疾病无合并症（主要表现为突发咳嗽、头痛、肌肉和关节疼痛、严重身体不适和喉咙

痛，伴有或不伴有发热），但也有部分患者出现重症或合并症（主要表现为重症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败血症、慢性病恶化，并可能导致死亡）。 
根据目前证据，重症流感风险较高的群体包括慢性病患者、位于年龄段两端的群体（幼儿及老年人），

以及孕妇，包括分娩后两星期内的产妇（流感及 COVID-19重症风险因素比较参见表 1）。对疑似流感患者的

护理应全盘考虑，从卫生设施的第一接触点开始直至出院，应包括以下主要步骤： 
• 筛查分诊：已知流感病毒流行时，应对卫生设施就诊者进行流感样症状评估，如果有症状则在采取

临床管理行动的同时立即执行感染预防控制（IPC）措施。 
• 临床评估：疑似流感患者应接受评估，检查是否存在重症和并发症危险因素。重症患者或具备危险

因素的患者应尽可能立即接受治疗。无合并症的疑似流感样疾病患者可以在家接受对症治疗。 
• 治疗：只要已知或怀疑流感正在传播，重症或进行性疾病患者以及有重症风险的患者（不考虑病情

严重程度）应尽快使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进行经验性治疗，无论检测能力如何。可以采用快速

周转检测（检测相关内容见下一项）指导治疗。其他支持性治疗应基于临床表现。治疗方法包括氧

疗和高级呼吸干预，如无创和有创机械通气。 
• 检测：重症或并发症患者或有危险因素的患者（不论严重程度）应使用快速分子检测，24 小时以内

出结果最佳。等待检测结果不应延误经验性治疗，随后可根据检测结果调整治疗。抽样和检测结果

之间的时滞越长，临床管理从检测中受益就越少。未经实验室诊断的经验性治疗可能导致扩大使用

奥司他韦，并可能导致过度使用和产生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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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流感和 COVID-19重症的危险因素 

流感 COVID-19 

慢性病，包括心脏病（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慢性

肺病（哮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病）、内分泌疾病（糖尿

病）、神经系统疾病（中风及神经发育疾病）、慢性

肾病、代谢疾病、血液系统疾病、慢性肝病及其他免

疫抑制疾病，包括癌症及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以及

需要接受慢性类固醇治疗或化疗等免疫抑制疗法的慢

性疾病 

慢性病，包括心脏病（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中风

等慢性神经系统疾病、慢性肺病（例如慢性阻塞性肺

病）、糖尿病、慢性肾病及部分免疫抑制疾病（如癌

症）* 

肥胖 肥胖 

妊娠及产后期（最多两周） 吸烟 

幼儿（<59月龄） 老年人 

老年人（>65 岁）  

*出现相关证据后会更新危险因素清单 

世卫组织临时指导文件《COVID-19 临床管理》[12]进一步指导 COVID-19 患者全病程的护理，包括合并

感染 流感及其他病因的诊断治疗。 
注意事项： 
1. 针对流感和 COVID-19 等所有呼吸道病原体对卫生工作者进行临床管理和 IPC 措施方面的培训，包

括一线和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者以及实验室人员。 
2. 确保卫生系统内所有机构随时待命，在疫情激增的情况下护理急症护理区的重症和危重病人。 
3. 确保在流感季节来临之前计划安排诊断用品、个人防护设备、流感抗病毒药物和氧气的供应，可用

于流感和 COVID-19 患者的护理。 
4. 确保 COVID-19 和流感的筛查转诊一体化系统到位，便于快速诊断，预防医院传播，避免卫生系统

负担过重。 

保护特定群体 

世卫组织鼓励会员国考虑采取措施保护特定群体免于流感和 COVID-19 感染，如孕妇、老年人（尤其是

长期护理机构的老年人）和处于拘禁环境的群体。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鼓励患有流感样疾病的孕妇就医；

提高易感群体的疫苗接种率；在长期护理设施中增加检测和使用抗病毒药物。下列指导文件可以为会员国提

供更多详细信息：《维持基本卫生服务》[13]，《长期护理机构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预防和管理》[14]，以

及《COVID-19 背景下长期护理机构感染预防和控制指导：临时指导文件》[15]。 
注意事项： 
1. 全国范围内规划并落实措施，保护特定易感群体免于流感和 COVID-19 感染。 

向公众宣传，让公众参与 

通过可信赖的影响者和沟通渠道向公众提供有针对性的一致信息，有利于推广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例如

根据建议接种流感疫苗。随着人们陷入“大流行疲劳”，因此“遵循防护行为建议的积极性渐渐减弱，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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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种情绪、经历和认知的影响”[16]，这种做法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流感季，会员国应从始至终定期沟

通，保持透明。他们可以通过沟通和社区参与，通过多个部门（商业/就业部门、宗教领袖、现有的社区主导

结构）最大限度地扩大外联，简明扼要地解释 COVID-19 和流感之间的异同，个人自我防护和治疗的方法，

以及何时何地应进一步就医。 
卫生部宣传专家可以借此机会强调防护性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的重要性，如手卫生、保持身体距离和佩

戴口罩，以及避开人员密集和通风不良的封闭空间，同时预防 COVID-19 和流感。 
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应对信息疫情（大流行期间信息过多——部分准确部分错误），这种现象令民众难以

在需要时找到可信的信息来源和可靠的指导。社会倾听方法（例如社区反馈，医疗系统和热线的常见问题，

以及社交媒体的谣言跟踪）应侧重于错误信息和问题，主要涉及症状、疫苗、坚持执行和信任可预防

COVID-19 和流感的措施。 
注意事项： 
1. 保持透明，定期通报形势、给公众的建议以及为减缓流感和 COVID-19 影响而实施的措施。 
2. 制作并调整宣传资料，利用可靠渠道告知公众 COVID-19 与流感的区别和共同之处、如何自我保护

以及求医的时机和地点。 
3. 制定专门的宣传计划，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配合流感免疫接种工作。 
4. 利用社会倾听技巧，提供经过检验的最新卫生信息，辅之以社区主导的解决方案，应对大流行疲

劳，同时积极影响那些 COVID-19 和/或流感风险最大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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