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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下输入性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倡议下输入性蚊媒传染病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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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蚊子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是全球公认的危害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

合作国家和地区的不断增多，我国对外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将进一步增加。在此背景下，境外输入传染病的风险也将增

高，一些我国已得到有效控制或不常见蚊媒传染病，通过境外输入而引起我国继发传播与流行的风险也进一步增加，有

可能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本文主要就当前主要蚊媒传染病的输入风险及防控对策进行述评，为

我国出入境卫生检疫和输入性蚊媒传染病的防控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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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Mosquito is a vector of many infectious diseases，and it is recognized a leading killer of human in the world. Aft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aunches，more are countries involved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re sig⁃
nificantly growing in China. Therefore，the risk of imported infectious diseases is increasing as well，some mosquito⁃borne dis⁃
eases which have been well controlled or seldom seen in China，will be more risky to cause locally transmission from im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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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

新形势下提出的发展倡议，旨在致力于维护开放型世

界经济和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一带一路”合作的国

家众多，区域广泛，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

给中国的传染病防控等带来新的挑战。

蚊虫是地球上对人类健康危害最为严重的动物，

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显示，每年在全球范围内

因蚊媒传染病造成严重的疾病经济负担相当可观［1］。

蚊虫作为疾病的传播媒介，主要可引起疟疾、登革热、

黄热病、寨卡、基孔肯雅热等传染病的传播。这些蚊

媒传染病分布范围广泛，在东南亚、西太平洋地区、非

洲、中南美洲等都曾有暴发流行。疟疾曾在我国严重

流行，虽然目前在我国已得到有效控制，但输入性病

例呈快速上升趋势，近年来登革热等其他虫媒传染病

的输入性病例也时有发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下

经济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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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及参与其他国际交流活动的人员日益增多，因

此在境外感染疾病的风险也将增高。同时，由于我国

幅员辽阔，领土纵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大部分

地区适宜于按蚊、伊蚊、库蚊等传病蚊种的孳生，一旦

有外来传染源的输入，有可能会引起本地的继发传

播。本文就重要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现状，及其在我国

的输入和传播风险等进行了分析，并就其防控对策等

进行了探讨。

11 重要蚊媒传染病的流行概况重要蚊媒传染病的流行概况

1.1 疟疾 疟疾是由疟原虫感染引起的寄生虫病，

主要有恶性疟、间日疟、三日疟和卵形疟等。疟疾的

主要临床症状为间歇性发热，其中恶性疟感染者如未

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可发展为重症疟疾，甚至引起

死亡。被疟原虫感染的带虫者和患者是疟疾的主要

传染源。该病的主要传播媒介为按蚊，在我国主要包

括中华按蚊、嗜人按蚊、微小按蚊和大劣按蚊等。

目前，全球每年约有 2亿疟疾患者，其中有 40多

万人死于该病［2］。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是全球疟

疾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占全球疟疾病例总数的

86%，该地区以恶性疟流行为主，部分地区也有间日

疟流行［3］。在东南亚地区，疟疾的流行也较严重，受

威胁人群非常广泛，该地区恶性疟、间日疟、三日疟和

卵形疟均有流行，近几年还发现了猴诺氏疟原虫的自

然疫源性传播，并有导致人类自然感染者死亡的报

道［4］。而且，东南亚地区还是恶性疟原虫多重抗药性

的发源地，近年来也发现了对青蒿素产生了抗性［5］，

部分地区间日疟也对氯喹产生抗性［6］。

疟疾也曾是我国严重流行的重要传染病之一。

20世纪60、70年代，我国曾发生两次大范围的疟疾暴

发流行。高峰时期，年发病人数超过3 000万，严重威

胁人民健康。在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下，经过几代人的

不懈努力，我国疟疾防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
世纪 90年代初，我国中部地区成功消除了恶性疟；

2010年全国疟疾发病人数已降至2万例以下，且70%
以上流行县已无本地感染病例［7］。2010年，我国启动

了以“2020年全国实现疟疾消除”为目标的消除疟疾

行动计划［8］。目前，消除疟疾工作成效显著，本地感

染病例急剧减少，但境外输入性病例居高不下。2015
年全国共报告疟疾病例 3 288例，其中输入性病例占

98.8%（3 248/3 288）［9］。

1.2 登革热 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

病。临床上登革热主要分为古典型和登革出血热型

两型。古典型登革热的主要临床症状包括头痛、高

热、关节和肌肉痛，同时可伴有淋巴腺肿、皮疹、以及

白细胞减少等，其病死率很低，但传播迅速，可迅速引

起较大规模的流行。登革出血热型主要症状为高热、

出血和休克，发病较为凶险，病死率高。登革出血热

或登革休克综合征是指伴有休克综合征倾向的登革

热。儿童是登革出血热型的高危人群，1980年海南

岛登革热流行，1～14 岁儿童发病率高达 79.1%［10］。

目前，尚没有抗登革热病毒的特效药物。登革热的传

染源为各类型的登革热患者和隐性感染者。伊蚊是

登革热的传病媒介，主要经伊蚊叮咬后在人间传染。

已知有 13种伊蚊可传播登革病毒，但在我国最主要

的是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11］。近几十年来登革热的

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最新研究显示，目前全球范

围内感染登革病毒的发病率为 3.9 亿人/年，其中有

9600万感染者有临床症状［12］。全球有 128个国家的

39亿人口有感染登革病毒的危险［13］。

1873 年，我国首次报道厦门发生登革热疫情。

20世纪 40年代初，该病在我国东南沿海省份和台湾

有流行。1949-1977年我国鲜有登革热病例报告，但

1978年曾在广州佛山发生暴发流行，此后该病在我

国一直处于间断流行状态，且病例分布范围不断扩

大。近几十年，随着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登革热发病率

的大幅上升，输入我国的登革热也不断增多。2001-
2006年，我国的登革热输入病例大多数来自东南亚

和西太平洋地区国家，以及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和格

林纳达等15个国家及地区［14］。2014年，广东、福建等

省发生了暴发流行。有学者认为，广东省已经从登革

热非地方性流行区，变为低地方性流行区［15］。

1.3 黄热病 黄热病是一种由黄热病毒引起病毒性

出血热。大部分黄热病毒染者临床表现较轻微，只有

少部分感染者会出现急性期临床症状，主要包括寒

战、发热、背痛、肌痛、恶心、呕吐和厌食等，通常在 3
～4 d缓解。约有1/6的急性期感染者会进入中毒期，

主要表现为呕吐、反复发热、黄疸、倦怠、大出血及肾

功能衰竭等。绝大多数轻症感染者能康复，但出现肝

肾功能不全等重症感染者的病死率可达20%～50%。

黄热病的潜伏期一般为3～6 d，症状易与疟疾、伤寒、

登革热等其他一些疾病混淆［16］。黄热病的传播方式

主要分为城市型和丛林型。城市型黄热病的主要传

染源为黄热病患者和隐性病毒感染者，主要传播模式

为“人⁃埃及伊蚊⁃人”。丛林型的主要传染源为猴和

其他灵长类动物，主要传播模式为“猴⁃非洲伊蚊及其

他趋血蚊属昆虫⁃猴”，人类因进入丛林被携带黄热病

毒的蚊虫叮咬而感染。蚊虫叮咬感染病毒的人或其

他灵长动物后8～12 d即可具有传染性。受感染的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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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可终生携带病毒，并可经卵传代。人对黄热病毒普

遍易感［17］。

在非洲热带地区以及中南美洲地区，黄热病呈地

方性流行。据WHO估计，全球每年约有20万黄热病

发病病例，死亡数高达3万人［18］。非洲地区黄热病儿

童疫苗平均接种率仅为48%，因此黄热病疫情在该地

区持续高发；在部分南美洲地区，由于缺乏官方的免

疫接种计划，仍有黄热病的周期性暴发［19］。

2016年 3月 11日，北京报告了中国首例黄热病

输入病例，这也是亚洲首例报告的黄热病病例［20］。至

2016年3月24日，中国大陆共确诊了6例输入性黄热

病，其中北京市4例、上海市1例、福建1例，患者均为

在安哥拉务工或经商的回国人员［21］。

1.4 寨卡 寨卡是由寨卡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性疾

病。仅有20%的寨卡病毒感染者会出现临床症状、且

症状轻微，主要表现为流感样症状，如发热（多为中低

度发热）、不适、头痛、肌肉疼痛、厌食、皮疹（多为斑丘

疹）、乏力、眼眶痛、水肿、淋巴结病和腹泻等，症状持

续 2～7 d可缓解，预后一般良好，重症病例少见。感

染急性期容易被误诊。寨卡病毒感染后可引起神经

系统并发症，如格林巴利综合征；孕妇感染寨卡病毒

后，可能会引起婴儿小头畸形等。寨卡的主要传染源

是寨卡病毒的感染者，以及其他被感染的灵长类动

物。寨卡病毒可通过感染的蚊虫传染给人类，伊蚊、

库蚊都具有传播寨卡病毒的能力。此外，寨卡病毒还

可以通过母婴、输血等其他途径传播。人对寨卡病毒

普遍易感，感染后可获得持久的终生免疫［22］。

2015年前，在非洲、东南亚地区、以及太平洋岛

屿等都曾发生过寨卡暴发，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015年 5月，位于南美洲的巴西首次确诊寨卡病例，

随后几周内病例数迅速增加，7月中旬达到高峰，并

由巴西迅速蔓延至美洲中南部的许多国家。亚洲、欧

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均报道了输入性病例［23］。

2016年 2月 8日，江西省赣州市报告了我国首例

输入性寨卡病例［24］，北京和广州等地随后也发现了输

入性寨卡病例［25］。到目前为止，我国境内还没有发现

由本地蚊虫叮咬传播的寨卡感染病例。

1.5 基孔肯雅热 基孔肯雅热是一种由基孔肯雅病

毒引起的病毒性疾病。该病的临床表现主要包括头

痛、乏力、发热、恶心、呕吐、关节疼痛和肌肉痛等，很

多症状与登革热相似，临床上常误诊为登革热。该病

潜伏期为 2～12 d，一般为 3～7 d。基孔肯雅热的传

染源主要是基孔肯雅病毒感染者，包括人类、猴子，以

及其他野生动物。感染基孔肯雅病毒的蚊子通过叮

咬进行传播。埃及伊蚊、白纹伊蚊等蚊种均可传播基

孔肯雅病毒［26］。

2006年，在非洲、亚洲、印度洋地区的众多岛屿

和国家发生了基孔肯雅热的暴发流行，当年全球共发

生约200万病例；2007年，该病继续在亚洲、非洲等地

流行［27］。2013年 12月，第 1例美洲基孔肯雅热病例

被确认，至 2014年 9月，基孔肯雅热疫情蔓延至加勒

比海及周边 33 个国家和地区，疑似病例达 65.13 万

例，死亡病例113例。多米尼加共和国是拉美和加勒

比地区患病人数最多的国家，共计发现40.7万疑似病

例［28］。

2008年 3月 4日，广州市发现我国首例输入性基

孔肯雅热病例［29］。2010年广东省东莞市万江社区出

现基孔肯雅热暴发疫情，这是我国第1次发生该病的

本地传播病例，共累及282人，但无死亡病例发生；本

次发病高峰集中在9月底至10月初，与广东省登革热

发病季节性规律一致［30］。

22 输入性蚊媒传染病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输入性蚊媒传染病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

目前，上述几种蚊媒传染病在非洲、西太平洋、中

南美洲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都有暴发流行。随

着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我国出国务工及经

商、旅游等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在境外感染蚊媒传染

病的风险也相继增加，如 2014年对深港口岸入境旅

客的基孔肯雅病毒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人群基

孔肯雅病毒特异 IgG抗体总阳性率为4.7%［31］；2014年
5⁃11月，在广西口岸的调查结果显示，入境人员登革

热抗体阳性率为42.12%［32］。按传染病的主要流行环

节，输入性蚊媒传染病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2.1 传染源 通过出入境口岸的卫生检疫来发现传

染病患者或病原体携带者，是有效控制蚊媒传染病输

入风险的重要措施之一。但绝大部分入境人群在口

岸停留的时间都很短，而且有些感染者在入境时可能

无症状、或症状较轻，加上目前一些检测技术方法的

局限性，因此在入境口岸监测中的检出感染者难度非

常大。比如，间日疟和卵形疟的潜伏期可达数年之

久，登革热感染者中 90%属于亚临床型，黄热病感染

者多数无临床表现，人类感染寨卡病毒后仅20%出现

临床症状等。而那些处于潜伏期的感染者及隐性感

染者，同样是输入性传染病传播的传染源，这些人群

构成了本地疫情暴发的潜在风险。

2.2 传播媒介 我国幅员辽阔，纵跨寒、温、热三个

气候带，自然条件适宜不同蚊种生存。三带喙库蚊、

致倦库蚊、淡色库蚊、白纹伊蚊、中华按蚊等传病蚊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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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存活于我国西南、华东、华中、华北、华南等地区；

在西北青海格尔木地区也有埃及伊蚊等蚊种的分布。

2016年我国蚊媒监测结果显示，海南、广州、福建、云

南等省媒介伊蚊在6-10月的布雷图指数（BI）均超过

了预警值［33］，提示我国很多地区媒介伊蚊密度较高，

具备较大的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同时，由于我国与

世界各国间的旅游、贸易等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蚊种

的孳生繁衍可能不再仅仅局限于原有特定地区间，而

是更多地出现跨地区、甚至跨洲际的流动播散［34］。因

此，在夏秋等蚊媒密度较高的季节，如有境外输入蚊

媒传染病，发生本地传播的风险较大。

2.3 人群易感性 人体感染疟疾后不能产生持久的

免疫力，目前我国疟疾已进入消除阶段，人群处于低

免疫水平，对疟疾更易感。登革热初次感染时，人群

对登革病毒均易感，感染后对同一型别病毒的免疫力

可维持数年，但对其他型别病毒的免疫力较弱，只能

维持2个月到1年；且登革病毒共有4个血清型，一次

感染后还可能发生第 2次或连续感染［35］。海南省分

别于1997-1999年和2005-2007年进行登革病毒抗体

检测，结果显示原流行区人群登革热免疫屏障近乎消

失，非流行区人群对登革病毒无免疫力；2000-2007
年，海南、福建、广东、云南等省的监测结果也显示，这

些地区人群对登革热的免疫力普遍降低或消失［36］。

人类对黄热病毒普遍易感，只有感染或接种黄热病疫

苗后才可获得持久的免疫力，而非流行区的普通人群

一般不进行接种，因此对黄热病的免疫力非常低。同

样，我国人群对寨卡病毒和基孔肯雅病毒的普遍缺乏

免疫力。因此，我国人群对上述这些蚊媒传染病普遍

缺乏免疫力，较为易感，一旦有传染源输入，在有合适

的传病蚊媒等条件下，则有可能造成暴发流行［37］。

33 境外输入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境外输入蚊媒传染病的防控

上述几种重要蚊媒传染病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尤

其是“一带一路”涉及区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流行较

为广泛。这些疾病在我国则已处于低流行或非流行

状态，然而从境外输入从而引起流行或再次流行的风

险因素仍然存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国家

的不断增加，以及相关进程的快速推进，这种风险也

在不断增加，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针对这些输入性蚊

媒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建立和完善风险监测体系，提

高防控能力和水平。尤其是应重点加强风险监测体

系统和防控体系的能力建设，围绕以下风险评估、应

急处理、国际联防等方面的能力，通过加强政策落实、

国际合作、人才队伍、技术储备、信息联通等工作，提

高综合防控能力。

3.1 加强风险评估能力建设 风险评估是防控输入

性蚊媒传染病的重要环节之一，因此尤其应加强这方

面的综合能力建设。风险评估能力主要包括蚊媒传

染病输入的风险识别能力和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分

析能力。蚊媒传染病输入的风险识别能力包括能够

结合世界范围内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现状、出入境人口

流动信息等，建立国际蚊媒传染病疫情动态数据库以

及人群流动信息库，早期预测并识别可能引起境外输

入的蚊媒传染病病例。输入性蚊媒传染病引起本地

传播的风险分析能力包括能够掌握蚊媒传染病的病

原学特性，并进行本地传播媒介监测，具有及时发现

新蚊种的能力，能够定性与定量地综合分析境外输入

病例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

3.2 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应急处置能力是指当

发生蚊媒传染病输入时，采取及时有效措施控制疫情

并防止疫情进一步扩大的能力。提高蚊媒传染病诊

治能力，做好诊断技术和治疗药物的储备，是有效处

置输入性蚊媒传染病的基本保障。同时，还应加强出

入境检疫工作，创新检测技术和方法，从而提高口岸

检测的敏感性，及时发现病例。另外，还需要不断完

善疫情报告和预警系统，制订应急预案，从而在发生

疫情时能及时有效开展疫点调查和处置，通过传染源

和媒介控制、保护易感人群等措施有效阻断传播，防

止疫情的进一步扩大。

3.3 加强国际联防能力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全球卫生合作，重点强调了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专

业人才培养、防治技术交流等方面与周边国家的合

作。我国与WHO还签署了“一带一路”卫生领域的谅

解合作备忘录和执行计划，强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卫生交流与合作，提高联合应对公共卫生事

件的能力。这将为维护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人民健康、卫生安全等提供有力支撑。我国

在防控疟疾等蚊媒传染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

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及成功的经验。这些技术与经验，

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在东南亚、非洲等高流行区进行

推广，共同提高对这些蚊媒传染病的国际联防能力，

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蚊媒传染病

的疫情控制，从根本上降低蚊媒传染病对我国的输入

及传播风险。

44 结语结语

显而易见，“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

机遇的同时，也为公共卫生带来新的挑战。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下合作与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合

作人员交流往来日益频繁，传染性疾病跨国界流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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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一些我国已得到有效控

制或不常见的蚊媒传染病，通过劳务、旅游、经商等途

径从境外输入国内的病例不断增多，在国内继发传播

甚至暴发流行的风险也与日俱增。因此，必须高度重

视出入境卫生检疫工作，加强境外输入蚊媒传染病的

监测与防控，进一步完善出入境检疫和防控体系，强

化人才队伍、技术储备、信息联通等能力建设，开发便

捷敏感的蚊媒传染病检测方法和有效的蚊媒控制方

法，建立并强化疫情通报制度和卫生应急处置协调机

制，提高快速响应能力，早期发现疫情并及时进行有

效的处置，防止可能引起的继发传播，保护我国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同时，还应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际的合作，建立传染性疾病监测、疫情通报和信息

分享机制，提升本地区传染病防控能力，打造“健康丝

绸之路”，建设“一带一路”健康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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