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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快速系统评价的方法检索中文期刊发表的传染病国际
协同防治以及应对策略研究，旨在为当前疫情防治决策和实践提供依据。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CNKI）、循证社会科学数据库（CEDB）、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CSSCI）三个中文数据库，检索时间从数据库建立至 2020 年 2 月 5 日，
制定纳入排除标准，进行信息提取和主题综合。结果   收集关于传染病国际协
同防治的研究 373 篇，最终共纳入 8 篇研究，提炼整合国际协同防治和国内应
对策略两个主题。国际协同措施包括国际法的支撑、世界卫生组织（WHO）的
牵引、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国内应对策略包括清晰的实际定位、制定政策并依
法防控、构建完善的监测体系。结论   传染病防控需要国际协同和国内应对相
结合，整合并调配资源进行积极回应。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制定科学灵
活的应对政策，完善疫情防控体系，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积极参与重大传
染病的国际协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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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collected and 8 studies were finally included.
Refining and integrating two themes of international coordinate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s and China’s coping strategies. The former includes the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traction of WHO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diverse subjects. The
domestic coping strategy includes clear positioning, formulating and complying with
policies, and establishing a sound monitoring system. Conclusi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requires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integration and deployment of resources for a positive response.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should strive to formulate scientific and flexible policies, improve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strengthen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take an active part i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
【Keywords】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Systematic
review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经济、
文化等交流日益紧密，国际交流合作、人员
流动也逐渐增多，外来物种入侵、不同人种
交汇，都可能成为传染病传播的介质和途径，
世界范围内传染病的威胁也日趋严重。我国
湖北省武汉市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向全国蔓延，导致多省、市“封城”，
全国各城市进行一级疫情防控，很多城市成
为“空城”，经济损失严重 [1]。新冠病毒已
经在世界上 20 多个国家被发现和确诊，成
为世界范围内亟需攻克的难题。我国是世界
人口大国，公共卫生一旦出现问题，传染病
便会很快发生并快速扩散，如 2003 年 SARS
的大规模爆发，暴露了我国在公共卫生服务
和现代化医疗体系上的弊端。国际协同防治
传染病主要基于《世界卫生组织法》和《国
际卫生条例》、积极召开国际会议等措施 [2]，
同时国际组织向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是对卫
生系统薄弱的国家提供支持，努力加强落实
感染预防和控制基本措施并加强宣教 [3]。通
过开展双边、多边合作、充分发挥世界卫生
组织（WHO）的主导作用，推动非政府组
织的介入 [4]。我国在应对紧急事件方面充分
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并具有强
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在药物研究、物质保
障、对口援助等传染病防治的各层面具有强
大的治理体系。国家近期就本次疫情紧急出
台了系列法律解释和条例，但在促进自我诊
断和远程医疗保健、提高公众对非药物防治
http://www.jnewmed.com

措施的认可等政策层面仍需要合理补充 [5]，
实施全面的风险沟通战略，加强国内各地的
监测等方面具有必要性。
因此，基于对国际协同的必要性和我国
防治局限性的认识，在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
中如何推动国际协同，如何提高国家的应对
策略，需要基于循证社会科学的理念开展系
统评价，并提供可行的政策思路。本研究通
过对国内外有传染病国际协同防控措施的原
始研究进行快速系统评价，提炼和归纳了国
内外传染病防控措施，以期为当前疫情的国
际协同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
主题是传染病国际协同防治措施，研究
内容包括“国际合作防治的内容或者策略”、
“中国的防治措施”以及针对突发国际公共
卫生事件中的传染病防控研究；研究区域为
中国区域的研究；纳入研究为一次研究。

1.2 排除标准
因资源权限不能有效获取全文的文献 ;
排除文献类型为会议论文、研究计划书或
报纸。

1.3 文献检索策略
通过计算机分别检索检索中国知网
（CNKI）、循证社会科学数据库（CE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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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三个中文数
据库。检索时间从数据库建立至 2020 年 2 月
5 日，语言限制为中文和英文。检索中文主
题词包括：SU=‘传染病’+‘恐慌’+‘恐惧’+‘病
毒’+‘国际合作’+‘国际化’。为最大限
度保证检索的相关性和精准性，各数据库检
索策略在关键词范围内有细微差异。

1.4 研究质量控制
成立循证小组，由每位小组成员根据检
索、阅读和筛查检索到文献的题目、摘要后，
根据研究的目的找出满足纳入标准的研究。
本研究是对一次研究纳入，对筛选后的文献
进行去重、全文阅读并确定最终纳入文献。
在此过程中存在不确定的文献，小组成员通
过与专家商讨决定。文献使用 EndNote X9
软件进行整理和筛选。

1.5 信息提取与分析
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评阅和仔细阅读后，
首先进行小组讨论，确定“信息提取表”所
需提取的具体信息及提取要求；然后根据最
终的“信息提取表”，分别对每个研究的重
要信息进行提取；再对这些研究按国际协作
和国内的传染病防控措施进行主题分类；最
后将归在同一主题下的不同研究结果联合起
来进行分析，先对不同的防控措施进行描述
性的解释说明，再综合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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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具有权威性和牵引作用，同时也离不
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
2.2.1 国际法的支撑
《传染病控制国际法》作为协调各国在
边境检疫层面具有支撑性和约束力的准则，
是统一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在传染病
国际性扩散的情境下，国际法催生出平等基
础上的合作性法律义务，并遵循一种公正合
理、协同防治的变革趋势，扩大对发展中国
家的卫生援助并采取积极迅速地实际行动 [6]。
《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了 WHO 成
员国的国家义务和合作义务，并秉承人道主
义精神，宣告各国皆有义务保护和促进人类
健康 [10-11]。其规定 WHO 成员国同该组织进
行全方位、不间断的有效合作，履行密切关
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进行监测、磋商及核
实的义务，最大限度地积极参与控制传染病
的一切活动并慎重采纳相关决议 [7,12]。另一
方面，对于技术性和专业性极强的传染病控
制事务，通用的国际条约必定存在基本框架
下的法律空白。传染病学变异的难测特征和
各国地理、人口、卫生状况的差异，“硬”
体制下探求“软”规则能够为实际行动提供
可操作性 [7,12]。各成员国可以根据本国实际
情况，采取国际法之外的其他卫生规则和条
例，构建全球卫生治理框架下有效分配各国
权利和义务的国际传染病防控法律框架。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按照上述的中文检索策略，对不同的数
据库进行检索。共检索出 373 篇文献，通过
使用 EndNote X9 软件对文献进行去重、阅
读标题和摘要后共排除 353 篇文献，初纳入
20 篇，通过阅读全文后最终确定纳入 8 篇
研究。其中 12 篇不满足纳入标准而排除。
具体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1。纳入研究经过信
息提取归纳了 2 个大主题，6 个小主题。纳
入文献特征见表 1，主题综合信息见表 2。

2.2 国际协同防治措施
由于传染病没有国界限制，疫情一旦出
现，很快就会通过人群流动蔓延到世界各地，
因此国际协同防治变得更加重要。在国际协
同防治过程中，国际法是最重要的支撑，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图
Figure 1. Literature screening process and results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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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纳入文献特征表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cluded studies
研究

研究问题

主要措施

龚向前-2006[7]

传染病的
国际控制
与国家的
国际法义
务

1. 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扩大对发展中
国家的卫生援助, 应有更积极的实际行动；
2. 多维的治理结构（政府、非政府、跨国公
司、个人）；
3.  正式及非正式的卫生条款支撑；
4. 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发挥协调和主导作
用。

应该确立更好的全球卫生治理机
制，包括发展问题的解决，治理
结构的多维化及世界卫生组织的
主导。

国际卫生合作的缺陷：
1. 发展问问题的制约；
2. 治理结构的陈旧；
法规研究
3. 权力结构与制度超
载。

刘亚男-2010[8]

国际协同防治：
1. 各主权国家应重视传染病的防治工作，通过
召开国际会议，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合作，共
同商讨产染病的防治问题；
2. 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作用；
3. 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是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合作
国际传染 不可或缺的力量。
病的防治 我国应对策略：
与合作
1. 要对中国的传染病防控能力有清醒的定位；
2. 根据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公共卫生服务，
制定适宜、灵活的政策；
3. 应合作监测，共同研估；共享信息，互通药
品；
4. 要认识到通报传染病疫情是国际合作的基
础。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与发 达
国家传染病防控能力的差距，加
强国际合作是必由之路，加强传
染病防控能力是硬道理。因此，
我们必须改善国内防治传染病的
措施，这是中国防治传染病 的
根本，同时还要加强与外国的合
作，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手
段，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才会有
更可靠的保障。我们要充分利用
有利的国际氛围，加强国际合作
的意识，增加国际合作的领域，
加快合作的脚步。

全球化带来传染病滋
生的恶果，同时也削
弱了民 族国家对公共
卫生的控制能力。另
外，全 球化使得个人
和公共的健康成为全
球的 事情，为应对其
对公共卫生的挑战，
必须全球合作。开放
的世界、经济的全
球化传染病势必全球
化，需要国际合作来
共同实现。

黄瑶 -2003[9]

国际协同防治：
1. 国际合作，发挥国际法的作用；
2. 传染病疫情的通报和公布制度；
3. 控制传染病的规制（注射疫苗和采取预防性
国际传染 控制措施）；
病国际合 4. 传染病防治规范的实施监督机制。
作与防控 我国应对策略：
法
依法管治，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在预防、
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及保障人体
健康活动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从而在规范
化和制度化的框架下对传染病进行有效的综
合治理。

随着公共卫生全球化趋势的进一
步加强，传染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日益引起各国的关注 , 国 家通过双
边条约和多边条约的方式，并经由
国际组织这种多边合作的法律形
式，来应对传染病带来的挑战，从
而推动着国际法在处理公共卫生
事务领域的发展。

关于加强世卫组织在
监控传染病方面的职
权问 题。有必要设立
抗击传染病的全球公
共基金，主要用以弥
补经 济落后国家在传
染病防治方面的能力
不足，帮助它们提高
卫生监控能力。同时
需要组建必要的专家
队伍在某国疫情爆发
时及时进行协助。

曾光 -2007[10]

1. 要对我国的传染病防控能力有清醒的定位；
传染病防
2. 要认识到通报传染病疫情是国际合作的基
我们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氛围，
控与国际
础；
加强国际合作的意识，增加国际合
合作的新
3. 传染病疫情和现场就是我们合作的“资源”， 作的领域，加快合作的脚步。
思维
要有奉献和共赢的思想。

对于传染病的保密问
题，也要有与时俱进
的观念，要有公共卫
生专家的参与，要实
事求是地论证，不能
循规守旧。

王虎华 -2003[11]

何帆 -2004[12]

传染病的
国际控制
与国家的
国际法义
务

国际协同防治：
1. 成员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全方位的、不间
断的和有效的合作，履行《国际卫生规则》的
国家义务和合作义务；
2. 改进通报方式，灵活、多元渠道；
3. 建立（指定）一个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联系
的联络中心，便于工作和监督；
4. 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所做的建议来采取防范措
施，避免各国实施最大限制方案；
5. 世界卫生组织承担迅速援助成员国评估疫情
与控制传染病爆发的义务。
我国应对策略：
1. 依照国际法建立国内监控体系，满足统一和
高效的标准。不但能够在短时间内把来自边远
地区的一些资料反馈给中央性的行政机关，而
且，能够分析此类资料（特别是有关异常疾病
病例的资料）并尽快地作出决定。

传染病的
全球化与
防治传染
病的国际
合作

国际协同防治：
1. 各国之间需要加强政策协调，确立相应的组
织机构、规则和惯例，促进国际间的合作；
2. 调动所有相关的资源和力量，尤其是包括非
政府组织的参与，共同防范传染病的全球化；
3. 通过不同的机制解决效率和公平问题。
地区性的公共卫生合作：
1. 积极吸纳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我国应对策略：
1. 改善其公共卫生体系 , 建立危机预警和应对
机制。

http://www.jnewmed.com

主要结果

国际传染病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
的变化，其核心是国家的义务被全
面强化。发展成为全球性预防与控
制机制，强调世界卫生组织也向国
家承担相关义务以及各国在传染
病防治上的能力建设。

必须根据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公
共卫生服务，制定适宜的政策。政
策 的灵活性往往是成 功的关键。
此外，效率问题和公平问题都很重
要，但是需要通过不同的机制解
决。

注意问题

研究类型

政策研究

法规研究

政策研究

现有的立法远远落后
于国际卫生实践，从而
法规研究
严重地限制了《国卫生
规则》的功效的发挥。

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
中往往注重在传统的
安全 领域开展合作，
相对忽视了非传统的
国家安全问题。必须
重视在非传统国家的
安全，包括传染病防
治方面的国际合作。

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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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

王秀梅 -2016

研究问题

[13]

王希江 -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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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纳入文献特征表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cluded studies
主要措施

主要结果

国际协同防治：
1. 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需要有约束力的国家间
协定并共同实施；
2. 以 WHO 为支柱，以《世界卫生组织法》、
《国
传染病防
际卫生条例》（2005）国际法规范为延伸两大
控国际合
伞面整体格局，重视国际法在传染病防控国际
作机制及
合作机制中的作用；
其演进
3. 建立以 WHO 主体，包括各种形式的援助发
展中国家疾病防控国内能力建设；
4. 实现以 WHO 为主导作用的多维的治理机构；
5. 建立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框架公约。
我国应对策略：
1. 评价传染病监测系统：明确评价目标，选用
传染病监 技术评价、经济评价、社会评价三个内容评价
测系统评 指标，考虑包括系统结构评价 ( 稳定性、合理
价
性 )、“系统 - 环境”影响评价 ( 适应性 )、系
统反馈性能评价等。

注意问题

以传染病防控的国际立法为纬，
以 WHO 为主导和各成员国参与、
协调为经，以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为
理念，形成新时期适合国际社会发
展、维护全人类健康权的传染病防
控的国际合作机制。

研究类型

仅建立在《条例
2005》修订上达到完善
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
政策研究
机制，实现全球卫生
治理的目标是不够的。

传染病监测系统的评价应注重全
传染病监测系统评价
面评价，既注重直接、间接和近期、 目前在我国是一个薄
远期效益与影响，又重视量指标和 弱的环节。我国目前缺
软指标的评价。WHO 和各国推荐 乏对传染病监测系统
对监测系统的属性 ( 简单性、可接 评价，只是在卫生 VII 政策研究
受性、代表性、稳定性、及时性、 项目、网络直报系统、
完整性、敏感性、阳性预测值 ) 进 慢性病监测系统应用
行了评价，并形成了完整的评价方 监测系统评价和方法
案。
对之进行过评价。

表2 主题综合信息汇总表
Table 2. Summary table of subject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纳入研究

龚向前 -2006

[7]

国际协作
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应有更积极
的实际行动；
多维的治理结构（政府、非政府、跨国公司、个人）；
正式及非正式的卫生条款支撑；
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发挥协调和主导作用。

我国防治措施

——

刘亚男 -2010[8]

要对中国的传染病防控能力有清醒的定位；
各主权国家应重视传染病的防治工作，通过召开国际会议，积极开展双边、
根据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公共卫生服务，制定
多边合作，共同商讨产染病的防治问题；
适宜、灵活的政策；
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作用；
应合作监测，共同研估，共享信息，互通药品；
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是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不可或缺的力量。
要认识到通报传染病疫情是国际合作的基础。

黄瑶 -2003[9]

国际合作，发挥国际法的作用；
传染病疫情的通报和公布制度；
控制传染病的规制（注射疫苗和采取预防性控制措施）；
传染病防治规范的实施监督机制。

曾光 -2007[10]

——

王虎华 -2003

成员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全方位的、不间断的和有效的合作，履行《国
际卫生规则》的国家义务和合作义务；
改进通报方式，灵活、多元渠道；
建立（指定）一个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联系的联络中心，便于工作和监督；
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所做的建议来采取防范措施，避免各国实施最大限制方案；
世界卫生组织承担迅速援助成员国评估疫情与控制传染病爆发的义务。

[11]

何帆 -2004[12]

王秀梅 -2016[13]

王希江 -2005[14]

各国之间需要加强政策协调 , 确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规则和惯例，促进国
际间的合作；
调动所有相关的资源和力量，尤其是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共同防范传
染病的全球化；
通过不同的机制解决效率和公平问题；
地区性的公共卫生合作；
积极吸纳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依法管治，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在预防、
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及保障人体健康
活动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从而在规范化和制度
化的框架下对传染病进行有效的综合治理。
要对我国的传染病防控能力有清醒的定位；
要认识到通报传染病疫情是国际合作的基础；
传染病疫情和现场就是我们合作的“资源”；
要有奉献和共赢的思想。
依照国际法建立国内监控体系，满足统一和高效
的标准。不但能够在短时间内把来自边远地区的
一些资料反馈给中央性的行政机关，而且，能够
分析此类资料（特别是有关异常疾病病例的资料）
并尽快地作出决定。

改善其公共卫生体系，建立危机预警和应对机制。

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需要有约束力的国家间协定并共同实施；
以 WHO 为支柱，以《世界卫生组织法》、《国际卫生条例》（2005）国
际法规范为延伸两大伞面整体格局，重视国际法在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机
制中的作用；
建立以 WHO 主体，包括各种形式的援助发展中国家疾病防控国内能力建设；
实现以 WHO 为主导作用的多维的治理机构；
建立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框架公约。

——

——

评价传染病监测系统：明确评价目标、选用技术
评价、经济评价、社会评价三个内容评价指标，
考虑包括系统结构评价（稳定性、合理性 ）、“系
统 - 环境”影响评价 （适应性）、系统反馈性能
评价等。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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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WHO的牵引
WHO 的成立标志着公共卫生国际合作
开始出现统一的趋势。作为最大的国际卫
生组织和联合国专门机构，WHO 具有领导
和推进传染病防治工作有序开展的责任和
权威。
WHO 要同各成员国建立指定的联络中
心，以便疫情发生时进行及时的通报和信息
沟通 [7]。在疫情监测和通报方面，WHO 要
通过监测活动或非官方渠道收集信息，在核
实、评估后向成员国进行通报，并提出临时
或长期性的建议和措施 [7-8,10,12-13]。另一方面，
传染病防治的国际合作不仅需要统一领导，
还需要开发因时而变的灵活模式。WHO 可
以通过有关决议，以一种非严格意义的方
式提出防治建议，作为国际法的补充和辅
助 [8,10]。此外，WHO 应当鼓励地区性的公共
卫生合作 [11]，区域间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地
理优势，多方面的合作更为频繁紧密，其利
益和风险也息息相关。因此在传染病防治层
面，地区性的援助对补充 WHO 的全球定位
不足有关键作用。此外，应充分开发并落实
WHO 职能，设立公共卫生资金、组建专家
队伍以帮助卫生条件和抗击能力不足的国家
提高传染病防控能力 [9,13]。未来 WHO 应坚
守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的基本理念，鼓励并
组织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合作机制框架公约以
应对全球公共卫生的基本问题 [13]。
2.2.3 多元主体参与治理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支庞大且灵活的队伍
逐渐在国际传染病防治上发挥巨大作用。其
脱离政府行政局限的工作模式不仅能够快
速、精准地发现和通报疫情，亦能够通过高
效整合和调动各方力量和资源对传染病防治
进行紧急反应。艾滋病、SARS 等公共健康
危机使得国际贸易与公共健康的矛盾日益突
出，医疗防护用品、防治药物等方面尤为突
出，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疫情防
治方面的不平等状态难以调和。在当前疫情
无法获得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
跨国公司、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传染病防控
治理的格局能够在缓解发展中国家医疗资源
短缺和技术落后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7-8,10-13]。
http://www.jnewmed.com

因此，在全球治理大环境下，改变政治
观念和治理方式，构建关于传染病控制的全
球行政空间或成为大势所趋。鼓励政府、学
界、个人、非政府组织之间共同参与，有助
于建立完善的国际社会体系，充分利用各界
资源构建通力合作的传染病防控体制。

2.3 我国传染病防治的国际合作
中国作为 WHO 成员国之一，不仅要做
好本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还要积极参加国
际传染病的防治与合作。在本国传染病防治
过程中要做到精准定位、完善相关的法律法
规、建立健全中央和各地方的监测管理体系，
逐步提高我国传染病防治能力水平。
2.3.1 正确认识防控能力
传染病防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
础，我们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也要重视传
染病的防控能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传染病防控能力也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8,10]。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在一些
传染病刚开始流行时，当地政府对自身能力
和病情的估计失准，没有做到及时的防止和
治疗，也没有做到及时将这些病情报告公开
和寻求合作，导致疫情扩散，部分公民的公
共卫生意识差，缺乏传染病相关知识，相关
部门对传染病的宣传也做的不到位，且我国
的信息公开机制不够健全。中国在公共卫生
方面的实力远远落后于经济、政治、军事领
域的实力 [8-9]。中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
在传染病防治方面至今还被世界认为是发
展中国家，依旧是国际合作中受援国的重要
成员，其实这也有有利的一方面，能让我
国在疫情期间更为便利的接受国际援助 [10]。
因此中国只有对自身传染病防控能力有正确
的定位，进一步提升传染病防治能力和水平，
才能在国际传染病防控的合作中承担更多的
责任。
2.3.2 制定法律法规，依法管制
如今，在传染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 很
多国家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制定法律，进行
依法管治。通过法律和相关法规，对传染病
的防控、群众宣传、基础防治等作出规定，
从而达到传染病治理的规范化 [9]。中国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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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其特殊的国情，
因此在参与国际传染病协作的过程中，制定
政策要根据国情和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政
策，并且要根据时代进步而产生的公共卫生
类型和性质及时做出改变，使合作更加科学
化、现代化、时代化 [10]。在 SARS 期间，我
国依据本国国情以及向相关国际传染病相关
法律法规借鉴和学习，在 2003 年 5 月，国
务院颁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2014 年 12 月我国重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其内容更加完善、更具
现代化，为其他类型的传染病防治奠定了良
好的法律基础 [9]。随着人类的发展，各种新
型传染病也随之出现，在防治的过程中，政
府既要重视干预能力又要重视职能的改变 ;
既要吸取传统传染病防治中的经验和教训，
也要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制定出高效的政策
手段 [10]。
2.3.3 构建完善的监测体系
我国传染病监测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疫情报告，经历了从手工处理到电子化、信
息化的发展过程，建立了法定传染病监测系
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 、传染病
预警系统 、专项监测系统、综合疾病监测
点系统，便于监测、实施和处理数据，较好
地满足了我国对传染病防控的需求。构建监
测体系的目的是，在疫情发生时能够及时地
将收集到的信息和资料，准确地进行反馈，
使相关机构和部门能够作出应对措施。传染
病监测系统要依据指引进入到我国健康信息
平台，使信息平台内容保持充分和实时更新，
实现各部门的协同合作中的数据交换作与信
息共享 [10,14]。在传染病监测的过程中，中国
应与其他国家积极合作、共享成果和信息、
增进交流和沟通、提高公开度和透明度，其
中最关键的是信息共享。信息共享不仅便于
各国对传染病的认识和了解、及时作出应对
措施，而且可以保证公民的知情权，便于政
府对传染病预防的宣传，避免引发社会舆论
和矛盾 [8]。

3 讨论
本研究收录并分析了传染病防治的相关
文献，按照重大传染病国际协同防治措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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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对策略两个方面进行主题综合，旨在
为传染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在国际协同防治过程中，充分肯定国际法和
WHO 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的权威地位，积
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我国在重
大传染病防治领域，要对自身的传染病防控
能力有正确的认识，做到对自身防控能力的
精准定位；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
条例、细则，使其更符合时代标准；要进一
步的构建和完善传染病监测体系。
以我国最新疫情为例，2020 年 1 月 30
日，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被 WHO 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或称“国际卫生紧急事
件”，PHEIC），并声明不建议进行任何旅
游或贸易限制，呼吁反对侮辱和歧视行为，
并鼓励各国通力合作，积极应对。在本次疫
情的防治工作中，由中央进行统一工作部署，
督促所有省份发布一级公共卫生防控、积极
治疗确诊患者、排查疑似患者，积极宣传和
号召公众做好防御措施，同时安排多省对重
大感染区湖北省的定点援助工作，做好了顶
层设计。除此之外，国家提出为确诊患者进
行免费医疗救助的政策措施和对参加防治工
作医务人员以及其他工作者的补助政策，有
效保障了工作的顺利开展。
除了国内的传染病防控工作之外，我国
也积极参与国际传染病协同防治，但是与世
界上先进的防控技术还有较大差距。在塞拉
利昂埃博拉病毒疫情防治过程中，中国向国
际多施以技术援助，尽管派出检测、医疗和
培训人员，但是缺少参与顶层设计的专业顾
问，难以参与疫情防控决策和策略的制定 [15]。
因此，在传染病国际协作防治中，可以争取
同受援国政府签署派遣专家顾问协议，分享
经验并积极发声，参与政策的讨论与制定 [16]。
同时，应鼓励以研讨会和学术交流等形式的
国际卫生合作，在立足于国家安全的前提下
进一步探索与国际接轨的风险评估方法与技
术。此外，要加强我国公共卫生风险防范的
体制机制建设，建立集海关、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医疗机构等单位为一体的多部门联防
联控协作机制，实现信息实时共享，共同开
展风险评估及协同防控。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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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
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但一方
面卫生领域依然呈现碎片化、条块分割的现
状 [16]，另一方面信息透明度不够，因而影响
了疫情防治的公信力。因此，应加快改善关
于信息平台建设和数据共享的政策，并积极
引导市场开发以协同医疗物资、技术、专业
人员等资源，搭建临床和公共卫生的区域平
台。另一方面，加快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的公平性的制度建设，解决制度嵌入不足的
问题，尤其在农村地区还要进行健康宣教以
提高卫生保健意识，有助于缓解群众的恐慌
心理并帮助其及时采取自身防控措施 [17]。同
时，针对疫情期间产生的社会影响，需要卫
生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工商部门、执法部
门等各部门的政策和行动的协调，并积极鼓

励社会力量多元主体的参与。
本研究是基于循证科学理念，采用系统
评价的方法，检索并纳入了 8 篇相关文献进
行整合和分析，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能从一定的程度反映传染病国际协同防治的
方法、措施和对策。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第一，由于纳入研究较少，所以得出的证据
尚不充分。第二，纳入研究类型大部分属于
文献研究，无法按照 CASP 清单对纳入研究
作出质量评价，只能进行描述性的分析。第
三，传染病协同防治的措施，还得根据具体
的情况作出不同的调整，故不能照本宣科。
不过针对此次纳入研究作出的系统评价，对
传染病国际协同防治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重
大传染病协同防治应对策略框架见图 2。

图2 重大传染病协同防治应对策略框架图
Figure 2.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coordinated control of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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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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