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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消除疟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国消除疟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高琪

［［摘要摘要］］ 我国于2010年7月启动了消除疟疾行动，计划于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消除疟疾，很多人对此充满信心，也有不少

人对此心存疑虑。本文就我国当前消除疟疾工作的外部环境、机构建设和技术支撑等方面的优势进行了介绍，同时对消

除疟疾的观念和认识、技术措施等方面的不足进行了剖析，并对我国当前消除疟疾的形势进行了客观分析。提出目前是

我国实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的有利时机，但必须及时转变观念，抓住机遇，科学应对挑战，同时加快技术创新，才能如期实

现消除疟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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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laria elimination program of China launched in July 2010, and planned to eliminate malaria by 2020. Most of
people were optimistic, meanwhile, some of others doubted on that. This paper introduces bo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malaria elimination in China at present, and indicates that it is advantageous timing to conduct malaria elimination program in Chi⁃
na now, but the goal of elimination only can be reached if we could timely change the concept, seize those opportunities and deal
with those challenges, as well as accelerate the technique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by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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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传

染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WHO）把疟疾与艾滋病、结

核一起列为全球三大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全球有

108个国家和地区流行疟疾，约 33亿人受威胁，每年

约有2亿病例，近80万人死亡［1］。疟疾也曾是我国重

要传染病之一，在20世纪60、70年代曾发生两次大范

围暴发流行，暴发流行高峰年发病人数超过 3 000
万，对人民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各级政府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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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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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 2万，除云南省外，全国已无本地感染恶性疟病

例报告，70%以上的流行县已无本地感染病例。

我国于 2010 年制订并启动了国家消除疟疾行

动，计划到2020年全国实现消除目标［3］。作为对我国

消除行动计划的支持和补充，2010 年全球基金中国

消除疟疾项目开始在我国实施。很多人对我国计划

用10年时间消除疟疾充满信心，同时，在尚无有效疫

苗及有效阻断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3个流行

病学环节中任一环节的技术方法的情况下，也有不少

人对此心存疑虑。特别是在全球基金中国消除疟疾

项目暂停拨款后，很多人对我国能否继续实施消除行

动，并如期实现消除目标产生了怀疑。

笔者曾参与国家消除疟疾行动计划的制订和全

球基金中国消除疟疾项目的申报工作，对我国消除疟

疾行动计划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有过较多思

考，认为我国消除疟疾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11 机遇机遇

1.1 政治或政策支持 WHO 正在全球倡导消除疟

疾策略。作为有 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实施

消除疟疾行动计划将对WHO倡导消除疟疾策略产生

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我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得到了

WHO的积极支持。同时，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

民生问题已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消除作为全球三大

公共卫生问题和重大传染病之一的疟疾已得到国家

的重视并已列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规划。

1.2 机构和支撑体系建设 自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暴发以来，我国已逐步完成了各级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初步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报

告网络，并正在重建或恢复乡村基层卫生机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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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共卫生体系和基层卫生机构的绩效改革，正在

从机制上改进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这些都为控制

和消除以农村为主要流行区的包括疟疾在内的各种

传染病提供了有利支撑。

1.3 技术和条件支持 我国有消除丝虫病和在中部

地区消除恶性疟的成功经验；自主研究开发的青蒿素

类药物及其复方已成为全球最有效的抗疟药物；部分

地区的疟疾回升和局部暴发流行已得到有效控制，主

要流行区的疟疾发病率已远远低于WHO实施消除疟

疾策略阶段的要求。同时，全球基金中国疟疾控制项

目的实施不仅为我们学习国外疾病控制新理念和项

目管理的先进经验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国消除疟疾行

动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22 挑战挑战

2.1 观念和认识方面 主要问题是对不同防控阶段

的目标和策略认识不足。在控制阶段，防治目标是降

低发病率，策略是降低流行强度和控制暴发流行，主

要措施是针对高流行地区受威胁的全部人群［4］。传

统的群防群治运动曾在疟疾控制阶段发挥了突出作

用。疟疾由控制走向消除，不仅是疾病防控目标的提

升，而且意味着防控策略、目标人群和措施方法等的

重大转变和调整。在消除阶段，防治目标是无当地感

染病例，策略是阻断传播，主要措施针对的是每个病

例及其周围（疫点）可能引起传播的人群和环境。能

否及时发现每个传染源，并采取有效措施阻断其可能

造成的传播成为实现消除目标的关键。然而，目前一

些承担消除工作的领导及专业技术人员仍未认识到

防控策略从“针对高发区、降低发病率”到“针对每个

疫点、阻断疟疾传播”的重大转变，仍认为通过强化现

有控制阶段的技术和措施就能实现消除目标。甚至

少数人认为因为已没有或很少有疟疾病例了，大幅度

简化现有防治措施也能达到消除目标。这些错误观

念和认识将严重影响我国消除疟疾工作进程。

2.2 技术和措施方面 主要难点是现有的一些防治

技术和措施不适应消除疟疾工作的需要。

2.2.1 发现低原虫密度病例和带虫者的困难 根据

我国 2009 年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在全国 30 个省

（市、自治区）报告的14 140 例疟疾病例中，恶性疟仅

占 7.36%（1 041例），除云南、海南省以及西藏自治区

个别县有恶性疟流行外，其他地区均为单纯间日疟流

行［5］。针对我国疟疾流行以间日疟为主的特点，在控

制阶段，疟疾诊断标准包括实验室确诊、典型临床症

状和疑似病例抗疟药试治有效三类；但根据WHO在

消除阶段的要求，诊断依据主要依赖显微镜血涂片检

查。由于间日疟患者的原虫密度往往很低［6］，如果仅把

镜检阳性作为诊断依据，很可能因漏诊、漏治而造成

传染源的积累和扩散，影响我国消除目标的实现。同

时，与恶性疟不同，间日疟症状一般较轻［7］，未及时发

现和规范治疗的间日疟患者常常成为无临床症状的

带虫者。在疟疾从控制走向消除的过程中，这些带虫

者将可能成为残存疫点的主要传染源。在控制阶段，

针对高流行地区人群的预防服药和休止期扩大治疗

措施可消除大部分高流行地区的传染源，低流行地区

的带虫者对实现控制目标影响不大。但在消除阶段，

阻断传播需及时发现每一残存的传染源，包括病例和

带虫者。显然，仅对医院就诊的发热病人进行血涂片

检查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在我国消除疟疾阶段，不

仅需要新的更敏感的疟疾病原检测技术，以发现传统

血涂片镜检不能检测出的低原虫密度临床病例，而且

需要可用于对可疑残存疫点无症状带虫者进行主动

侦查的检测技术和方法。

2.2.2 间日疟根治和抗药性疟疾治疗的难点 间日

疟原虫最显著的特性是其存在肝内休眠子，并导致间

日疟复发［8］。间日疟病例根治是消除传染源的关键，

也是我国消除疟疾面临的主要难点之一［9］。WHO曾

推荐氯喹/伯氨喹 21日疗法，但因大多数间日疟患者

很难坚持完成整个疗程而改为氯喹/伯氨喹14日疗法［10］。
在疟疾控制阶段，为提高群防群治中目标人群的全程

服药率，我国创用了氯喹/伯氨喹 8日疗法，但该治疗

方案还不能完全达到消除复发的效果。目前尚无科

学依据证实在消除疟疾阶段选择哪种间日疟根治方

案更合适。除此以外，恶性疟原虫对抗疟药抗性的发

展和扩散仍是全球控制恶性疟流行的主要难点。尽

管目前我国恶性疟流行仅局限于云南省中缅边境地

区，且我国发明的青蒿素类药物及其复方已成为全球

首选的恶性疟病例临床救治药物，但有报道表明恶性

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物的敏感性有下降趋势，泰柬边

境地区还发现恶性疟原虫对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

的复方药物（ACT）产生了抗性［11］。随我国输入性恶

性疟病例的逐年增加，多重耐药性恶性疟治疗可能成

为消除疟疾的潜在难点。与此同时，国外对间日疟原

虫抗氯喹的报道日趋增多［12］。我国也有类似报道
［13］，但因缺少敏感、简便的抗性检测技术，我国间日疟

原虫对氯喹是否也有抗性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2.2.3 缺乏客观的消除疟疾评价技术 消除疟疾不

等于没有疟疾病例。WHO消除疟疾标准是连续3年

以上无当地感染病例。随着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

输入性疟疾病例逐年增加，这意味着即使我国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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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感染病例，输入性病例仍有可能长期存在。同

时，在消除后期，对新出现的间日疟病例，不仅需区分

本地感染和输入感染，还需鉴别是复发还是新感染。

由于间日疟原虫有不同潜伏期和不同复发类型的种

株，且对间日疟复发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9］。同时，

我国尚未建立不同国家和地区疟原虫的基因信息数

据库，现有检测技术不仅无法鉴别本地感染或输入性

病例，也不能区别复发和新感染。在消除疟疾考核评

估中只能通过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进行分析，缺少能客

观评价当地有无新感染的实验室检测技术。

2.3 监测能力方面 疟疾监测能力尚不能满足消除

工作需要。尽管我国已建立了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

系统，并在主要流行区设立的国家和省级监测点开展

病原和媒介监测。但由于监测工作不是我国疟疾控

制阶段的主要防控措施，随疟疾发病率大幅度下降，

在病例很少或多年未发现病例的地区，一些县、乡医

疗机构已很少或基本不开展镜检工作，作为疟疾常规

监测措施的发热病人血检能力已明显削弱。同时，在

控制阶段作为常规监测补充的监测试点也因监测目

的、内容不够明确或技术方法不适用等因素而不能适

应消除工作的需要。在消除阶段，监测将成为消除疟

疾的重要措施之一，并将在消除后期作为主要措施。

因此，在我国消除疟疾阶段，建立适合消除需求和能

力现状的监测体系并加强各级监测能力建设迫在眉

睫；同时，也需研究和开发相应的监测技术和方法。

2.4 应用基础研究方面 主要表现在对媒介传播动

力学特征和杀虫剂抗性机理研究不足。目前，WHO
消除疟疾策略主要是通过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清除

传染源，并阻断其在疫点的可能传播。但阻断间日疟

传播比恶性疟更为困难［14⁃15］，尤其在消除后期，输入

性病例将可能成为主要的传染源。当地传疟按蚊对

外来疟原虫种株的易感性成为判定能否造成新的传

播，以及是否需要采取疫点处理措施的主要依据。我

国分布最广泛的中华按蚊已证实是中部地区间日疟

传播的主要媒介，但该按蚊对境外输入的不同疟原虫

株是否易感目前尚不清楚。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在农

业生产中广泛使用菊酯类杀虫剂，这与消除阶段疫点

处置中媒介控制措施采用的是同类杀虫剂，有可能会

对传疟按蚊抗菊酯类杀虫剂抗性的发展和扩散造成不

利影响［16］。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对主要传疟媒介传播

动力学特征和杀虫剂抗性机理等相关应用基础研究，

为输入性疟疾疫点处置方案的制订和媒介控制措施

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33 结语结语

尽管我国消除疟疾面临诸多困难，但也时逢各种

良好机遇。笔者认为目前是我国实施消除疟疾计划

的有利时机。只要我们及时抓住机遇，科学应对挑

战，并加快技术创新和突破，完全有可能在10年左右

实现消除目标。但如果我们盲目乐观，只看到疟疾病

例逐年大幅度下降，忽视了消除阶段亟需的关键技术

的研究；仅简单加强现有防治措施，忽略了消除策略

的转变和技术创新，那么，不仅消除疟疾的目标难以

按期实现，而且还可能再次出现疫情回升甚至局部暴

发流行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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