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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概览：截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CET 时间），全球 COVID-19
累计确诊人数接近 2.4 亿例，累计死亡接近 488 万例。美洲地区
确诊病例超过 9187 万，
欧洲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7285 万。
2021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4 日，
全球 COVID-19 日均死亡人数为 6738
例。截至 2021 年 10 月 16 日，全球共接种了 66.5 亿剂 COVD-19
疫苗。
最新资讯：COVID-19 疫苗正在失去效力，与只接种过两剂疫苗的人
群相比，接种第三剂疫苗可有效减少感染与重症风险。便携式过
滤器可有效从医院空气中筛除 SARS-CoV-2 和其他致病微生物。
《自然》（Nature）杂志一项研究表明，COVID-19 的免疫状况
在不同性别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有研究者指出，该研究夸大其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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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疫情概览
（一）确诊病例变化情况 截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CET 时间1）[1]，
全球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239,437,517 例，累计
确诊病例前 3 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44,408,612 例）
、
印度（34,037,592
例）和巴西（21,597,949 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前 3 位的国家依次
为：美国（97,320 例）、英国（44,556 例）和俄罗斯（32,196 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每日更新的数
据（见图 1），美洲地区确诊病例已超过 9187 万；欧洲累计确诊病
例已超过 7285 万。

图 1 世界疫情分布趋势图
（数据更新时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CET 时间）

（二）死亡病例变化情况 截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CET 时间）[1]，
全球累计确诊死亡病例 4,879,235 例。累计死亡病例前 3 位依次为：
美国（715,179 例）、巴西（601,574 例）、印度（451,814 例）。单
日新增死亡病例数前 3 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2,305 例）、俄罗斯
（999 例）、墨西哥（420 例）。

1

CET 时间为中欧夏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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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FT）滚动更新的数据[2]（见图 2）
，
2021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4 日，
全球 COVID-19 日均死亡人数为 6738
例。其中，除印度外的亚洲地区日均死亡人数 838 例，印度为 241 例，
亚洲地区总体日均死亡人数较上一周期回缓。美国地区日均死亡人数
逾 1574 例，形势仍较严峻。

图 2 全球和各洲七天滚动日均死亡人数
（2020 年 3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4 日）

（三）疫情干预措施追踪 牛津大学研发的全球 COVID-19 疫情干预
措施追踪器显示[3]，2021 年 9 月 18 日-10 月 16 日期间，委内瑞拉、
乌干达、新西兰、牙买加等国仍采取较为严格的干预措施（严格指数
在 80-90 间）；伊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法国、印度尼西
亚、摩洛哥、越南、加拿大、秘鲁、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正在采取一般
严格的干预措施（严格指数在 60-80 间）；美国、俄罗斯、巴西、蒙
古国和大部分欧洲及非洲国家已经采取较为宽松的干预措施（严格指
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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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球各国政府干预措施严格指数
（2021 年 9 月 18 日-10 月 16 日）
（四）疫苗接种进度追踪 Our World in Data 网站数据显示[4]，截至
2021 年 10 月 16 日，全球共接种了 66.5 亿剂 COVD-19 疫苗（按疫苗
剂量计数），全球 47.5%人口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现每天接种约
2044 万剂。COVD-19 疫苗接种剂数前三位的国家/地区是中国（22.3
亿剂）、印度（9.72 亿剂）和美国（4.07 亿剂）。每百居民接种疫苗
剂数最多的前三位国家/地区为：古巴（211.36）、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6.79 剂）、乌拉圭（185.81 剂）。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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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球各国/地区每百居民 COVID-19 疫苗接种剂数
（更新至 2021 年 10 月 16 日）
（五）疫情变化趋势预测 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流行
病学模型 DELPHI，可以用来动态预测 COVID-19 感染、住院和死亡
病例数[5]。这个模型在标准的 SEIR 模型之上考虑了 COVID-19 大流
行的其他影响因素，如检测不足和政府的差异化干预措施等。

图 5 2021 年 11 月 15 日全球现存感染病例数预测
（颜色从浅黄色到黑色表示从少到多，灰色表示缺乏足够数据进行预测或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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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基本结束的国家）

根据模型，预测到 2021 年 11 月 15 日，全球感染病例总数将超过
2.38 亿例，死亡病例数逾 551 万例，现存病例数逾 150 万例，现存住
院病例数逾 9.7 万例。由表 1 可以看出，预测到 2021 年 11 月 15 日，
亚洲感染病例总数最多，逾 8157 万例，其次为欧洲和北美洲，其中
美国感染病例总数接近 4333 万例；预测死亡人数最多的为欧洲，其
次为亚洲和南美洲。
表 1 五大洲 COVID-19 病例预测（预测截止时间：2021 年 11 月 15 日）
地区

感染病例总数

死亡病例数

现存病例数

现存住院病例

（例）

（例）

（例）

数（例）

全球

238,900,074

5,514,167

1,509,704

97,691

亚洲

81,570,191

1,364,406

332,821

24,034

欧洲

54,705,423

1,567,776

376,148

24,019

北美洲

52,519,935

1,120,388

395,505

24,860

43,329,898

721,375

252,340

17,238

南美洲

38,098,040

1,164,543

110,091

6,354

非洲

11,582,083

295,001

202,464

14,598

--美国

二、最新资讯
（一）COVID-19 疫苗正在失去效力，与只接种过两剂疫苗的人群相
比，接种第三剂疫苗可有效减少感染与重症风险。
《自然》（Nature）杂志刊文称新冠疫苗似乎正在失去作用。6
个月前，Miles Davenport 与同事预测，接种 COVID-19 疫苗后，每
108 天抗体就会减半，即原本具有 90%保护力的疫苗，6-7 个月保护
力将降至 70%。事实证明，该预测正在成为现实。免疫学研究表明，
在接种疫苗的个体中，抗体水平稳步下降；另有来自以色列、英国等
国家的数据显示，在控制疾病传播方面，COVID-19 疫苗正在失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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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并不包括 Delta 变种所造成的影响[6]。此文在《自然》杂志刊
出后，引发人们广泛担忧，关于加强针接种的讨论更是持续升温。同
时来自以色列的研究还表明，与只接种过两剂疫苗的人群相比，老年
人接种第三剂疫苗可有效减少感染与重症风险。该研究评估了 110 万
名 60 岁以上老年人接种加强针后的效果，他们均已于五个月前或更
早完成了前两剂疫苗的接种。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仅接种两剂）
相比，接种加强针的研究对象患重症的风险下降了近 20 倍[7]。其实
早在 8 月初和 9 月初，英国和美国已宣布为免疫功能低下者接种加强
针。并于 9 月中下旬，英美再次相继宣布为老年人及高危人群接种加
强针[8]。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已完成新冠疫苗前两针的接种，免
疫力似乎也会不断衰退，而接种加强针能进一步有效降低感染与重症
风险，为疫情防控带来了希望。
（二）便携式过滤器可有效从医院空气中筛除 SARS-CoV-2 和其他
致病微生物
2021 年 10 月 6 日，一篇关于空气过滤器对 SARS-CoV-2 颗粒清
除能力研究结果的文章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9]。文章表示，
研 究 人 员 将 高 效 微 粒 空 气 （ HEPA ） 过 滤 器 安 装 在 两 个 满 床 的
COVID-19 病房（一个普通病房和一个重症监护室），并在空气过滤
器打开的一周和关闭的两周内收集病房的空气样本。在普通病房，当
过滤器关闭时，研究人员在空气中发现了 SARS-CoV-2 颗粒，而当过
滤器打开时并未发现病毒颗粒。在重症监护室，无论过滤器打开还是
关闭，空气中均未发现过多病毒颗粒。研究人员提出了几个可能性，
包括在疾病的后期阶段病毒复制缓慢等原因。因此，研究人员表示，
从空气中清除病毒的措施在普通病房可能比在重症监护室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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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研究人员发现，当过滤器被关闭时，两个病房的空气中均检测
到含有大量其他可导致医院感染的病原体，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
杆菌和化脓性链球菌等，使用过滤器可有效筛除这些病原体。
综上研究结果表明，空气过滤器可用来降低患者和医务人员在医
院感染 SARS-CoV-2 的风险。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流行病学家 David
Fisman 指出：“这项研究表明，在加拿大医院中较少被使用的 HEPA
空气净化器是降低空气传播病原体风险的一种廉价且简单的方法。”
（三）《自然》（Nature）杂志一项研究表明，COVID-19 的免疫状
况在不同性别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有研究者指出，该研究夸大了其发
现。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COVID-19 在男性群体中可产生更
严重的症状和更高的死亡率，然而，COVID-19 引发的免疫反应
是否在不同性别间存在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与 COVID-19 病
程的性别差异相关仍然未知。因此，一项研究检验了在未接受免
疫调节药物治疗的中度 COVID-19 患者中病毒载量、SARS-CoV-2
特异性抗体滴度、血浆细胞因子和血细胞表型的性别差异 [10] 。该
研究通过 IMPACT 生物库，对 2020 年 3 月 18 日-2021 年 5 月 9
日期间在耶鲁-纽黑文医院住院并且在 CLIA 认证的实验室通过鼻
咽/口咽拭子确诊为 SARS-CoV-2 阳性的患者进行了登记。对照组
为耶鲁-纽黑文医院未感染 COVID-19 的医护人员。生物标本平均
每 3-7 天采集一次，在数据分析时采用了平行和纵向分析。结果
发现，男性患者血浆中固有免疫细胞因子如 IL-8 和 IL-18 水平更
高，非经典单核细胞诱导更强。与之相反，在 SARS-CoV-2 感染
期间，女性患者的 T 细胞活化比男性患者更活跃。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发现，在男性患者中，不良 T 细胞反应与患者年龄负相关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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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男性患者的不良疾病结局有关，但在女性患者中没有观察到。
相较之下，在女性患者中，较高水平的固有免疫细胞因子与女性
患者的不良疾病进程相关，但在男性患者中则不存在。研究者指
出，这些发现为观察到的 COVID-19 的性别差异提供了可能的解
释，并为制定以性别为基础的治疗方法和护理提供了重要基础。
该项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患者在 SARS-CoV-19 感染过
程中的免疫应答存在许多关键差异。这为针对 COVID-19 不同性
别患者的预后、预防、护理和治疗采取不同方法提供了基础。
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这项研究的发现并没有支持其
“COVID-19 的免疫状况在不同性别间存在较大差异”的推论，该
研究并没有证明生物性别可以解释患者的 COVID-19 结局。这项
研究夸大了其发现，在分析 COVID-19 疾病结局的性别差异的原
因时，对性别以外的其他因素进行了非常浅显的处理。例如，其
他证据强有力地表明，社会因素及其他因素在造成性别差异方面
发挥了很大作用；又如，性别既会影响病毒暴露同时也会影响不
良结 果的 易感 性。 因此 ，该 作者强 调， 上述 研究 并不 能为 改善
COVID-19 性别差异的临床实践或公共卫生战略提供基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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