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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的下降，不少人一不小心就患上了感冒，感冒的发病机理是什么？普通感冒和流感
的症状有什么区别呢？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预防？ 今天就来带您一同了解。

流感还是普通感冒
别傻傻分不清
怎么判断是否得了感冒
普通感冒常由受凉或鼻病毒、冠状病毒、细菌等
病原引起的呼吸道疾病，咳嗽、鼻塞、流鼻涕等上呼
吸道症状比较明显，而头痛、肌肉酸痛、疲乏等症状
较轻，传染性不强，症状较轻，呈自限性。感冒内因是
重要的影响因素， 当人们日常行为导致人体正气或
抵抗力下降就容易导致感冒。 比如大家的生活作息
不规律、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又缺乏锻炼或者寒冷
的失调，天冷的时候没有加衣服，天热的时候又经常
服用冷饮，以及我们说的过度疲劳或者淋雨等等，这
些导致人体出现免疫能力低下， 这时再加上外邪侵
入，就非常容易导致感冒。 感冒以对症治疗为主，除
非有明显的细菌感染证据， 否则不必使用抗生素治
疗。 感冒一般不会出现并发症，如果正确用药治疗，
大约在 3-5 天内即可痊愈。

怎么判断是否得了流感
流行性感冒（以下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
的对人类健康危害较重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病毒
易变异，呈季节性流行特点。 流感起病急，大多为自
限性， 但部分因出现肺炎等并发症可发展至重症流
感，少数重症病例病情进展快，可因急性呼吸窘迫综
合征(ARDS)和 / 或多脏器衰竭而死亡。
流感的症状是临床常规诊断和治疗的主要依
据，流感一般表现为急性起病、发热（部分病例可出
现高热，达 39-40 度）、咳嗽、咽痛、流涕、鼻塞、身体
疼痛、寒颤、疲乏、腹泻、呕吐等症状。流感的症状、体
征缺乏特异性， 易与普通感冒和其他上呼吸道感
染相混淆。 流感确诊有赖于实验室诊断，检测方
法包括病毒核酸检测、病 毒 分 离 培 养 、 抗 原 检 测
和血清学检测。

人群的病情变化。
流感潜伏期一般为 1—7 天，多为 2—4 天。 主要
表现为发热、头痛、肌痛和全身不适，体温可达 39—
40 度，可有畏寒、寒战，多伴全身肌肉关节酸痛、乏
力、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常有咽喉痛、干咳，可有鼻
塞、流涕、胸骨后不适等，颜面潮红、眼结膜充血。 部
分以呕吐、腹痛、腹泻为特点，常见于感染乙型流感
的儿童。
无并发症者病程呈自限性，多于发病 3—4 天后
体温逐渐消退，全身症状好转，但咳嗽、体力恢复正
常需 1—2 周。 肺炎是流感最常见的并发症，其他并
发症有神经系统损伤、心脏损害和脓毒性休克等。

流感的治疗
一般患者在出现症状后，建议居家休息，保持房
间通风。 充分休息，多饮水，饮食应当易于消化和富
有营养。 尽量减少与他人接触，以避免传染。 治疗重
点是缓解如发烧、咳嗽等的流感样症状，应密切观察
患者病情变化，一旦出现持续高热、伴有剧烈咳嗽、
呼吸困难、神志改变、严重呕吐与腹泻等重症倾向，
应及时就诊。
孕妇、儿童、老人以及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高危人
群感染流感后更容易导致重症，应尽快就医、尽早在
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病毒药物 （神经氨酸酶抑制剂
类药物，如奥司他韦、帕拉米韦等）。 需要注意的是，
患流感后使用抗生素对流感病毒无效。 引起感冒和
流感的病原体主要是病毒，患了病毒性感冒之后，一
般不需要服用抗生素。 原因是多数抗生素对病毒没
有杀灭作用， 而且滥用抗生素会出现不良作用和细
菌的耐药性。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手段

哪些人容易得流感
流感对人群普遍易感。 重症流感主要发生在老
年人、 幼儿、 孕产妇或有慢性基础疾病者等高危人
群，亦可发生在一般人群。
得了流感会怎样？多数人表现为轻症，可在一周
内自愈。部分人群特别是孕妇、儿童、老年人、慢性病
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流感后可导致并发症， 出现严
重临床后果甚至死亡， 要密切关注重症患者和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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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患者和隐性感染者是季节性流感的主要传
染源，主要通过其呼吸道分泌物的飞沫传播，也可以
通过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 可以
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
险。流感病毒易发生变异，疫苗接种的免疫力会随时
间推移逐渐减弱，因此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是预防流感的最佳手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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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年份，流感疫苗与流感流行毒株的匹配较好，
具有良好的保护力。 接种流感疫苗是安全的，仅个别
出现接种部位红肿热痛、嗜睡、乏力、肌痛、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等轻微不良反应，通常会在几天内自
行消失，极少出现重度反应。
没有接种疫苗或接种疫苗后尚未获得免疫能力
的重症流感高危人群， 在接触流感患者后进行药物
性预防，使用奥司他韦、扎那米韦等，但药物预防是
一种紧急临时预防措施，不能代替疫苗接种。

哪些人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原则上，6 月龄及以上所有愿意接种流感疫苗
并且没有禁忌症的人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 中国疾
控中心推荐月龄 -5 岁儿童、60 岁及以上老人、慢性
病患者、医务人员、6 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
护人员、 孕妇或准备在流感季节怀孕的女性为优先
接种人群。 医务人员应推荐公众和患者每年接种流
感疫苗，提升流感疫苗接种率。

什么时间接种流感疫苗
为了在流感高发季节前获得保护，最好在 10 月
底前完成免疫接种。 如果错过时间，也可以在流行季
任意时间接种。 在同一个流感流行季节，已经完成流
感疫苗接种的人不需要再重复接种。 很多人会问应
该接种哪种疫苗。 三价疫苗含甲型 H1N1、H3N2 和
乙型流感病毒的一种， 四价疫苗增加了一种乙型流
感病毒。 两类疫苗均可对流感感染起到预防作用，没
有优先推荐，可自愿接种任一种流感疫苗。
接种流感疫苗后， 一般血清中抗体水平在接种
后 2-4 周后达到高峰，但对于未接触过流感抗原者
和老年人群可能需要 4 周或更长时间才能达到高
峰。流感疫苗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 6-8 个月。由于
秋冬是流感高发季节，建议尽早接种。
(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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