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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我国于2010年正式启动了国家消除疟疾行动，计划于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消除疟疾。要如期实现消除疟疾的

目标，必须要客观认识疟疾消除阶段的特点，制订科学合理的防控策略和技术措施。本文通过对疟疾控制和消除阶段的

比较，分析疟疾消除阶段目标、策略和措施调整与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我国现行的消除疟疾“1⁃3⁃7定点清除”工作模

式的背景、定义、工作重点及技术难点进行阐述，以增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对我国当前消除疟疾目标、策略和措施的认识，

促进相应策略和措施的创新和贯彻落实，推动我国消除疟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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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laria Elimination Action Plan has been launched in China since 2010，to pursue the goal of national wide
malaria elimination by 2020. To ensur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oal，the strategy and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transited from control
to elimination，based on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alaria elimination. In this article，we deline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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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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有99个国家和地区流行疟疾，约

33亿人受到疟疾威胁，每年约有 2亿疟疾病例，66万
人死于疟疾感染［1］。我国也曾发生过多次疟疾暴发

流行，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在各

级政府的支持下，我国疟疾防治工作者经过几代人、

几十年不懈的努力，有效控制了疟疾暴发流行，流行

强度显著降低，流行区范围明显缩小，并在我国中部

地区成功阻断了恶性疟的传播［2］。为积极响应全球

消除疟疾行动，我国政府于 2010年提出了国家消除

疟疾行动计划，并由原卫生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 13
个部委，联合印发了《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

（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 2015年，全国除云南

部分边境地区外，其他地区均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

到2020年，全国消除疟疾”的目标［3］。为此，各省（市、

自治区）根据当地疟疾流行特征和防控工作现状制订

了各省的《消除疟疾实施方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还组织专家编写了《消除疟疾技术方案（2011年

版）》，以指导全国的消除疟疾行动。

从控制到消除阶段，随着疟疾发病率的降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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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特征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消除阶段不仅目

标和策略与控制阶段有所不同，而且一些在控制和消

除阶段相似的技术措施由于目的不同，其目标人群、

实施范围和效果评价指标也存在明显区别［4⁃6］。本文

通过对控制和消除阶段的不同特点的讨论，分析了消

除阶段疟疾防控策略措施调整与转变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为我国首创的消除疟疾“1⁃3⁃7定点清除”工作

模式提供理论基础，并对其定义、工作重点及技术难

点进行进一步的阐述，以增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对我

国当前消除疟疾目标、策略和措施的认识，促进相应

策略和措施的创新和贯彻落实，推动我国消除疟疾工

作。

11 消除阶段的目标消除阶段的目标、、策略和措施策略和措施（（表表11））
1.1 从控制到消除意味着防控目标的提升 从控制

阶段转向消除阶段，首先意味着防控目标的转变。在

疟疾控制阶段，全球主要疟疾流行国家或地区的防控

目标主要是降低疟疾流行程度，使之不再成为严重的

公共卫生问题，并以发病率和死亡率作为主要效果评

价指标。在疟疾消除阶段，世界卫生组织（WHO）提

出的疟疾防控目标是在某一国家或地区阻断疟疾在

当地的传播，防止出现新的输入性继发病例，并以连

续 3年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蚊传）作为消除疟疾的

主要效果指标［7］。因此，与控制阶段相比，消除疟疾

的目标有着质的提升。

1.2 从控制到消除意味着防控策略和防控重点的转

变 从控制阶段转向消除阶段，由于防控目标的提升

和疟疾流行病学特征的改变，防控策略和工作重点必

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3］。在疟疾控制阶段，防控

的目标是有效降低流行程度，因此为了降低人群发病

率和死亡率，采取的主要防控策略是“针对高发区，降

低发病率”。依靠广大群众参与的“人民战争式”的

“群防群治”是我国在该阶段采用的主要工作模式，其

也曾为我国成功控制大暴发流行和疫情回升发挥了

重要作用［2］。在这一阶段，防控重点主要集中在疟疾

高流行区，防控目标人群为在流行区居住的所有居

民。而在疟疾消除阶段，防控的目标是没有本地感染

病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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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实现消除目标的关

键。因此，主要的防控策略应转变为“针对每个疫点，

阻断疟疾传播”，“人民战争式”的“群防群治”工作模

式也需要转为更精细的“现代反恐战争式”的“定点清

除”工作模式。在这一阶段，防控的目标人群是可能

的传染源及其可能的被感染者，即每例疟疾病例或带

虫者及其周围居民，防控的重点地区是疟疾病例或带

虫者的居住地，即疫点。

1.3 从控制到消除意味着技术措施的调整 从控制

阶段转向消除阶段，随着防控目标、策略、重点地区和

目标人群的改变，防控的技术措施也同样需要进行相

应的调整。在控制阶段，由于主要的防控目标是降低

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采用的是“群防群治”的工作模

式，因此主要采取的是在疟疾流行区能覆盖大部分易

感人群的技术措施，如大规模人群预防服药、大范围

杀虫剂浸泡蚊帐（或长效蚊帐）和大规模杀虫剂喷洒

等，这些技术措施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疟疾控

制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控制暴发流行最为迅

速有效的手段［8］。但在消除阶段，由于疟疾疾病负担

已降至极低水平，如果继续采取这些大规模传染源控

制和媒介防制措施，不仅从防治技术角度缺乏科学

性，而且从成本效益角度也缺乏合理性［9］。同时，在

发病率极低的情况下，实施这样的技术措施也很难得

到社区居民的支持与配合，因此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的

防控效果，难以实现阻断传播的目标。

消除阶段的关键技术措施中，一是如何尽早发现

可能的传染源（包括疟疾病例和带虫者），二是如何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阻断可能的传播（传播风险的评估和

及时有效的处置）。针对前者，在消除阶段不仅继续

需要依赖医疗机构通过被动病例侦查发现病例，还需

要增加主动病例侦查措施去搜索病例和带虫者（主动

病例侦查或以报告病例为线索的疫点调查）。针对后

者，在消除阶段不仅需要对报告病例进行实验室确诊

和规范治疗，同时还需要采用实验室或流行病学方法

对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进行判定，并对疫点的传播风

险进行评估，进而及时采取有效的处置措施。

1.4 从控制到消除意味着防控措施质量要求和考核

指标的更新 在疟疾控制阶段的“群防群治”模式中，

防控措施的成效主要依赖各项技术措施的覆盖面和

落实程度，因此常采用主要措施的覆盖率作为衡量防

控措施工作质量的关键指标。但在消除阶段的“定点

清除”模式中，关键是能否在出现新的传播前及时发

现并采取有效措施阻断传播，因此应采用在不同时间

节点主要防控措施的及时完成率作为衡量消除疟疾

防控措施工作质量的关键指标。

22 我国消除疟疾的我国消除疟疾的““11⁃⁃33⁃⁃77定点清除定点清除””工作模式工作模式（（表表22、、
图图11））
2.1 “1⁃3⁃7定点清除”工作模式的提出 我国在实施

消除疟疾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对消除阶段与控制阶段

在防控目标、策略、工作重点和主要技术措施方面的

异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提出在防控策略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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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完成从“针对高发区，降低发病率”到“针对每个

疫点，阻断疟疾传播”的转变，要求在技术措施上尽早

发现和规范治疗每一例疟疾感染者，并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阻断可能的疟疾传播。在消除阶段的“定点清

除”工作模式中有 3个最为重要的技术环节：一是及

时发现和报告可能的疟疾感染者（临床和实验室确诊

疟疾病例）；二是要进行实验室复核，确认是否为疟疾

病例以及感染的疟原虫虫种，并判定其感染来源；三

是要对疫点进行传播风险评估，并及时采取有效的处

置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印发的《消除疟疾技

术方案（2011版）》涵盖了这些关键环节的主要技术

措施，我们在实施过程中结合这些关键技术措施的完

成时间节点，将其归纳、提炼并概括为消除疟疾的“1⁃
3⁃7定点清除”工作模式，以便于各级负责消除疟疾工

作的决策者和实施者能更好地明确工作职责，了解具

体工作任务和要求。

2.2 “1⁃3⁃7定点清除”工作模式的定义 消除疟疾“1
⁃3⁃7定点清除”工作模式的“1”、“3”和“7”分别定义

为：

“1”是指疫情报告，即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应在发

现疟疾病例（包括疑似病例）的 1 d（24 h）内，通过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进

行网络直报；

“3”是指病例复核与流调，即疟疾病例报告地所

在的县级疾控机构应在病例报告后 3 d内，对报告病

例进行实验室复核确认，并开展流行病学个案调查，

对确诊的病例还需要进一步确定疟原虫虫种并判定

感染来源；

“7”是指疫点调查与处置，即疟疾病例居住地县

级疾控机构应在病例报告的 7 d内，通过疫点调查判

断是否存在传播风险，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相应的疫

点处置措施。

项目

防控目标

防控策略

工作模式

目标地区

目标人群

技术措施

考核指标

控制阶段

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针对高发区，降低发病率

群防群治

疟疾流行区，重点为高流行区

流行区所有易感人群

针对流行区人群，注重措施实施的覆盖面

措施的覆盖率

消除阶段

无本地感染病例

针对每个疫点，阻断疟疾传播

定点清除

所有具有传播风险的疫点

病例及周围可能被感染的人群

针对可能的传播（病例及疫点），注重措施实施的及时性

措施的及时完成率

表表11 疟疾控制阶段和消除阶段的比较疟疾控制阶段和消除阶段的比较

项目

技术措施

时间节点

实施机构

实施要求

工作内容

“1”
疫情报告

1 d（24 h）内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 及时发现病例
- 及时报告

- 病例诊断和治疗
- 病例的网络报告

“3”
病例复核与流调

3 d内
疟疾病例报告地县级疾控机构

- 确认是否为疟疾病例
- 判断是否为本地感染

- 实验室复核
- 流行病学个案调查

“7”
疫点调查与处置

7 d内
疟疾病例居住地县级疾控机构

- 评估传播风险
- 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 疫点调查
- 疫点处置

表表22 消除疟疾消除疟疾““11⁃⁃33⁃⁃77定点清除定点清除””工作模式的内容与要求工作模式的内容与要求

2.3 “1⁃3⁃7定点清除”工作模式的工作重点 “1⁃3⁃7
定点清除”工作模式是以传染源控制为核心，以实施

关键技术措施的时间为节点，对消除疟疾工作进行了

明确具体的要求。在每个时间节点，要实现预期的效

果，必须要注意以下工作重点。

“1”疫情报告：病例的早期发现和及时报告是启

动定点清除工作的首要环节，因此在疟疾消除阶段应

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不仅对

实验室确诊病例，而且对实验室检测阴性的临床诊断

病例，也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络直报，从而最大限

度减少因漏诊或延误诊治而可能导致的本地传播。

疫情报告工作的责任主体是病人就诊时的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及接诊医生。

“3”病例复核与流调：对网络直报的疟疾病例进

行实验室确认、感染虫种确定和感染来源判定是评估

传播风险的基础。因此，在疟疾消除阶段不仅需要对

网络直报的实验室确诊疟疾病例和临床诊断病例进

行血片复核，而且对血片复核阴性的临床诊断病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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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原虫种鉴别有困难的实验室确诊病例还应采用分

子生物学技术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同时，还应根据流

行病学个案调查结果对复核确认的疟疾病例进行感

染来源的判定，对无足够证据判定为非本地感染的疟

疾病例，原则上应判定为本地感染病例。值得一提的

是，WHO在消除疟疾的定义中明确提出所谓的本地

传播是指通过本地按蚊叮咬传播［10］，因此由输血感染

或外来的感染性按蚊引起的疟疾患者均不属于本地

病例。病例复核与流调工作的责任主体单位是病例

报告地所在的县级疾控机构。

“7”疫点调查与处置：根据《消除疟疾技术方案

（2011年版）》，所有疟疾病例所在的自然村、居民点

或施工场所等区域均被定义为疫点，根据其疟疾流行

情况及传播风险可分为活动性疫点、非活动性疫点和

假疫点。疫点调查的重点在于评估是否存在疟疾传

播风险，并确定和实施阻断传播的措施和范围。在非

疟疾流行区出现输入性疟疾病例可判定为“假疫点”；

如病例所在地虽然为疟疾流行区，但发现病例的时间

为非流行季节，或虽然为流行季节，但该地区没有有

效的传疟媒介，则可判定为“非活动性疫点”。“假疫

点”和“非活动性疫点”的调查和处置应侧重于输入病

例的同行人员的筛查和疟疾病例的诊治，无需开展媒

介防制措施。但对于存在传播条件的“活动性疫点”，

不仅要开展主动病例侦查和健康教育，同时还应及时

采取有效的媒介防制措施，通过杀灭传疟媒介来阻断

疟疾的本地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媒介调查资料对于

疫点的判定和传播风险的评估极其重要，因此如果疫

点所在地缺乏足够的媒介监测数据，应在开展媒介调

查工作后，才能对传播的风险进行准确的评估。另

外，WHO提出在疟疾消除阶段的主动病例侦查中，尤

其是对病例的家属和邻居开展调查时，建议直接开展

人群带虫调查［10］，这与控制阶段我国常采用的仅对走

访调查中发现的近 2周内有发热症状的患者采血进

行疟原虫镜检有明显不同。疫点调查与处置的责任

主体单位是病例居住地县级疾控机构。

2.4 “1⁃3⁃7定点清除”工作模式的技术难点 我国启

动消除疟疾行动以来，疟疾防控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数显著下降，全国大部分省

（市、自治区）已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11］。但疟疾

流行极易反复，已有多个国家的疟疾在达到消除目标

后再次死灰复燃［12］。而且由于消除疟疾本身就是一

个新事物，国际上也没有太多可以遵循和参考的经

验，因此目前仍面临诸多技术难点［13］，在“1⁃3⁃7定点

清除”工作模式的各个环节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疫情报告：随着消除疟疾工作的推进，疟疾病

例数不断减少，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疟疾诊断带来

很大的挑战。目前我国疟疾诊断主要还是依靠显微

镜镜检，也有部分地区开始试用快速诊断试纸条

（RDT）。但在发病率极低的情况下，由于人群对疟疾

免疫水平极低，疟疾患者发病时的原虫密度一般都较

低，因此传统的显微镜镜检和快速诊断试纸条漏诊率

较高，迫切需要研究开发尤其是针对间日疟的高敏感

性检测技术。同时，在发病率极低条件下如何维持发

热病人血检网络体系、维持镜检员的血检技能和意识

也是一个需要研究解决的实际问题。

“3”病例复核与流调：县级疾控机构进行病例复

核时，目前只能通过血片复核来进行实验室诊断，但

一些病例由于原虫密度较低，或是因服用药物后引起

疟原虫的形态改变，给显微镜镜检带来较大的困难，

虽然可以通过省级实验室开展分子生物学检测来提

高检出率，但由于样本运送和分子生物学检测均较为

费时，因此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反馈结果。同时，目前

尚无简便可靠的用于鉴别本地病例和输入病例的基

因溯源技术，因此疟疾病例感染来源的确定主要依靠

流行病学调查。

“7”疫点调查与处置：由于目前我国输入性疟疾

传播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我国主要疟疾传播

媒介对境外输入疟原虫的易感性尚不明确，输入性疟

疾对我国消除疟疾威胁的评估尚缺乏足够的科学依

据。同时，目前我国不同地区对疟疾疫点的传播风险

评估方法也没有标准化技术方案和操作程序，因此各

地对传播风险的评估尺度掌握不一，所采取的疫点处

置措施也有较大差异。另外，开展疫点主动病例侦查

时，也缺乏简便快速的高通量、高敏感性的疟原虫检

测方法，主动病例侦查开展的时机、范围和对象等目

图图11 我国消除疟疾我国消除疟疾““11⁃⁃33⁃⁃77定点清除定点清除””工作流程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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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也没有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因此，在为我国开展消除疟疾行动以来取得的巨

大成绩庆贺的同时，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

消除疟疾工作的艰巨性，认真研究消除疟疾工作中存

在的难点和不足，并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从而确保我

国消除疟疾目标的如期实现。

33 结语结语

消除疟疾是我国政府作出的庄严承诺，关系到广

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事关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全球消

除疟疾进程。疟疾从控制走向消除，不仅是疾病防控

目标的提升，而且意味着防控策略和技术措施等方面

的重大转变和调整，各级卫生行政和业务部门需要加

深对消除疟疾的理解，转变观念，尽快完成从“针对高

发区，降低发病率”到“针对每个疫点，阻断疟疾传播”

防控策略的重大转变，才能如期实现消除疟疾的宏伟

目标。消除疟疾的“1⁃3⁃7定点清除”工作模式是我国

消除疟疾策略措施转变的关键，也是我国消除疟疾工

作的创新举措。我们不仅要继续贯彻落实这一工作

模式，还应围绕相应工作重点和技术难点开展创新研

究，不断丰富其内涵和外延，从而推进我国消除疟疾

工作顺利开展，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消除疟疾工作提供

宝贵经验，同时也为其他疾病的消除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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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2年句容市空青村血吸虫病疫情分析年句容市空青村血吸虫病疫情分析

江成功，吴晓军，陈世军，李水明*，王晓雷

［［摘要摘要］］ 目的目的 了解句容市山丘型地区血吸虫病流行现状和防治效果。方法方法 按照《血吸虫病预防控制规范》和《江苏省

血吸虫病疫情监测点工作方案（2012-2015年）》，统计钉螺密度和人、畜感染率等指标，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结果 2012年监

测点钉螺面积有8 150 m2，钉螺密度为0.14只/0.1 m2，居民血检阳性率为3.2%，家畜感染率为0。结论结论 句容市丘陵地区血

吸虫病疫情呈低度流行趋势，今后仍需监测，防止疫情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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