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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消除疟疾历程江苏省消除疟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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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江苏省曾有间日疟、恶性疟和三日疟流行，以间日疟为主；传播媒介为中华按蚊和嗜人按蚊。建国以来，江苏省

曾发生两次大范围疟疾暴发流行，疟疾年发病率最高达24.95%。根据“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的防治原则，在

暴发流行阶段，以全省疟疾流行区所有居民为目标人群，开展大规模人群疟疾防治工作；在基本消灭疟疾阶段，针对不同

流行特征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逐步巩固防治成果；在消除疟疾阶段，以传染源控制为核心、以监测工作为主导，针对每

个疫点，按照“1⁃3⁃7定点清除”工作模式，开展传染源管理和疫点调查处置，阻断疟疾传播。至2017年，全省已连续6年
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13个设区市均通过消除疟疾达标考核。虽然江苏省已达到疟疾消除目标，但仍需进一步保持和

提高监测能力，防止输入性疟疾再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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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re were vivax malaria，falciparum malaria，and malariae malaria epidemic in Jiangsu Province，and vivax ma⁃
laria was the dominant disease. Anopheles sinensis and An. anthropophagus were malaria⁃transmitted vecto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re have been two major malaria outbreaks in Jiangsu Province，when the highest annual ma⁃
laria incidence reached up to 24.95%. According to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inciples of“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giving different guidance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highlighting key points”，during the epidemic outbreak stage，the large ⁃
scale malari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were implemented for all the residents who were target population in Jiangsu ma⁃
laria⁃endemic areas. During the basic eradication stage，the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had been carried out ac⁃
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epidemic features to gradually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malaria elimination stage，Jiangsu Province focused on controlling of the source of infection and malaria surveillance. Ac⁃
cording to the“1⁃3⁃7 targeted elimination”work model，the management of infectious sources and investigation and disposal of
foci were carried out for each epidemic focus to block the malaria transmission. By the end of 2017，there had been no indige⁃
nous malaria cases for the six consecutive years in Jiangsu Province. All the 13 cities have passed the assessment of malaria elim⁃
in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Although Jiangsu Province has achieved the goal of malaria elimination，it is urgent and necessary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malaria surveillance capabilities to prevent malaria re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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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曾在江苏省广泛流行，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寄生

虫病和传染病［1⁃2］。建国以来，江苏省曾出现两次大

范围疟疾暴发流行，发病高峰年发病人数曾超过

1 000万，年发病率达 24.95%。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

视下，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和针对大范围人

群的积极防治，至 1988年全省实现无本地感染恶性

疟病例，疟疾年发病率首次降至 1/万以下［3］。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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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前后，江苏省淮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部分市、

县先后出现了间日疟疫情回升和小暴发点。通过采

取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加上全球基金

疟疾项目的支持，有效遏制了间日疟疫情回升，至

2009年全省疟疾病例降至 389例。2010年江苏省启

动并实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围绕《中国消除疟疾行

动计划（2010-2020年）》［4］和《江苏省消除疟疾行动计

划（2010-2020年）》，防治工作由以人群防治为核心

的疟疾控制策略，转向针对每个病例和疫点的以监测

与干预为核心的消除疟疾策略，并率先提出、推广实

施了消除疟疾“1⁃3⁃7”工作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2年实现了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5⁃6］。尽管江

苏省每年有 300～400例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但截

至2017年，全省已连续6年无本地感染和输入性继发

疟疾病例报告，13个设区市均已通过市、县级消除疟

疾考核评估。本文对江苏省疟疾流行情况、防控历程

及消除疟疾阶段防控措施进行了总结。

11 江苏省疟疾流行概况江苏省疟疾流行概况

1.1 建国前疟疾流行情况 据不完全历史记载，建

国前江苏省曾多次发生局部疟疾流行。1931年长江

一带发生水灾，灾民群集，在南京等地引起间日疟、恶

性疟大流行；1936年夏秋之交，如东县发生恶性疟大

流行，病人逾 20万例，“农家十室九病，死亡逾万，惨

不忍睹”；1936-1946年，沛县连续数年疟疾大流行，

病人遍及全县，发病率超过 50%；1946-1947年新沂

县疟疾发病率在20％～30%。

1.2 建国后疟疾流行情况

1.2.1 1950年代疟疾流行情况 1958年以前，由于

基层卫生组织和疫情报告制度尚不健全，疫情统计数

偏低。据少数县（市）统计，1950-1958年疟疾年发病率

在0.43%～3.66%。1959年，盐城、淮阴、南通3个地区的

疟疾发病率开始上升，分别达18.5%、10.1%和10.6%，全
省疟疾发病 250余万人，发病率 6.07%，较 1958年上

升了 65.85%。这一期间以间日疟流行为主，间日疟

病例数占病例总数的90%以上；苏北基本为单一的间

日疟流行区，苏南则同时有间日疟（约占 93%）、恶性

疟（约占6%）和三日疟（约占1%）流行（图1）。

图图11 19501950--19591959年江苏省疟疾发病情况年江苏省疟疾发病情况

1.2.2 1960-1988年疟疾流行情况 1960年全省疟

疾发病率急剧上升至24.95%，发病数高达10 604 151
人·次，形成了建国后全省第一次大范围疟疾暴发。

通过积极防治，加之人群免疫力水平普遍提高，自

1962年起全省疟疾流行强度明显减弱。但 1967年
后，疟疾发病率又自北向南逐年回升。1971年全省

年发病率又升至 17.52%，发病数达 9 159 313人·次，

形成了第二次大范围疟疾暴发。1974年后多数地区

疟疾发病率显著下降，疟疾高发区从苏北灌溉总渠以

北的徐淮平原（包括徐州、连云港、淮阴和盐城北部）

移至江淮之间的扬州、淮阴及南京等市。1985-1987
年该区域内的14个重点县（市）疟疾病例数占全省病

例总数的70%。1988年全省报告疟疾病例数为4 031例，

疟疾年发病率首次降至1/万以下（图2）。

图图22 19601960--19881988年江苏省疟疾发病情况年江苏省疟疾发病情况

1.2.3 1989-2010年疟疾流行情况 1989年后全省

疟疾发病率持续下降。1993年降至1/10万以下，但疫情

仍不稳定，间日疟小暴发点及局部暴发流行仍有发生，且境

内其他省输入病例逐年增多。1980年代末期，在献血员

较集中的茅山地区，包括镇江市下辖的丹阳、丹徒、句

容，常州市下辖的金坛及扬州市下辖的邗江等 5县
（市），疟疾发病率明显上升并造成局部流行。1989
年献血员疟疾发病率高达 81.6/万，为当地非献血员

居民发病率的176倍。1997年，以中华按蚊和嗜人按

蚊为传疟媒介的盱眙县出现小暴发点，疟疾发病率

由 1996年的 0.20/万上升至 1997年的 12.18/万。自

2000年起，北纬32°以北单一中华按蚊为传疟媒介的

宿迁、徐州2市部分地区也陆续出现了疟疾小暴发点

或局部暴发流行。2000年宿迁市泗洪县报告疟疾病

例 479例，较 1999年增加了 6.36倍；2001年报告 788
例，较 2000年上升了 64.5%。与此同时，境内输入性

疟疾病例逐年增多，每年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

等 5市报告的境内输入性疟疾病例数占全省境内输

入性病例总数的 90%左右，经济较发达的无锡、苏州

和常州3市更为突出；1990年起，3市输入性病例数已

超过本地病例数［3］。2005年以后，全省由境内其他省

份输入的疟疾病例数逐年减少，但境外输入性疟疾病

例数大幅度上升。2010年全省共报告境外输入性疟

疾病例248例，境外输入病例数首次超过本地病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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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境内其他省份输入病例数的总和（图3）。

图图33 19891989--20102010年江苏省疟疾发病情况年江苏省疟疾发病情况

1.2.4 2011-2017年疟疾流行情况 2010年全省启

动并实施消除疟疾行动，2011年报告本地病例13例，

2012年起全省无本地感染病例和境内其他省份输入

性病例报告；但境外输入性病例数居高不下，4种类

型疟疾均有报告，且以恶性疟为主［7］。2011-2017年
全省共报告输入性病例2 220例，其中恶性疟1 757例
（79.14%）、间日疟 105 例（4.73%）、卵形疟 274 例

（12.34%）、三日疟 65 例（2.93%）、混合感染 19 例

（0.86%）（图4）。

图图44 20112011--20172017年江苏省疟疾发病情况及虫种构成年江苏省疟疾发病情况及虫种构成

1.2.5 恶性疟流行情况 1960年代，在间日疟暴发

流行的同时，江苏省发生过一次较大范围的恶性疟暴

发流行，全省当时 75个县（市）中有 64个县（市）相继

被波及，其中以苏南地区的吴江、吴县、宜兴、溧阳和

苏北地区的六合县较为严重。1962-1965年全省报

告恶性疟病例 58 289例，死亡 261人。1970-1980年
代，江苏省恶性疟流行区主要集中在江淮流域有嗜人

按蚊分布的淮阴市（现为淮安市）盱眙县和南京市江

浦、六合等县。1983年起，根据嗜人按蚊的生物学特

点，在该区域实施以室内滞留喷洒和药浸蚊帐为主的

综合防治措施，有效控制了恶性疟流行。1988年全

省实现无本地感染恶性疟病例报告。1995年盱眙、

六合、江浦3个县通过了基本消灭恶性疟疾考核［2，8⁃9］。
1.3 流行虫种 据历史文献记载，1930-1940年代，

江苏全省各地曾发现存在间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和

三日疟原虫。1950-1960年代，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

研究所在江苏省江宁、丹阳、南京和无锡等地开展调

查，发现长江以北地区仅有间日疟原虫；长江以南地

区存在间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和三日疟原虫，以间

日疟原虫为主（占 92.23%），其次为恶性疟原虫（占

6.19%），三日疟原虫仅占1.58%。1970-1980年代，江

苏省各地开展了多次调查，均发现间日疟原虫，但恶

性疟原虫仅局限在江淮之间的丘陵山区，未发现三日

疟原虫［1］。1988年以后，江苏省本地流行的疟原虫虫

种仅有间日疟原虫。江苏省历史上未曾有本地卵形

疟原虫的报道。

1.4 传疟媒介 江苏省有中华按蚊和嗜人按蚊两种

疟疾传播媒介。中华按蚊在全省各地遍布存在，是江

苏省间日疟的主要传播媒介之一。嗜人按蚊能传播

包括恶性疟和间日疟在内的多种疟疾，其在不同年代

的地理分布与恶性疟的分布有明显的区域相关性。

1950-1960年代，嗜人按蚊主要分布在江苏省长江以

南的苏州和南京地区，且密度较高，1961年吴江县嗜

人按蚊种群比例曾达 37.98%。1970年代及 1980年
代，嗜人按蚊主要分布于江苏省江淮之间低山丘陵地

区的六合、江浦、盱眙、金湖、洪泽、仪征等县，其分布

范围基本与恶性疟流行区吻合。苏北沿海及徐州一

带则从未发现过嗜人按蚊。2003年以后全省媒介监

测未再发现嗜人按蚊［10⁃11］。
22 防治历程防治历程

60多年来，江苏省疟疾防治历程大致经历了建

立防治体系、控制暴发流行、实现基本消灭和消除疟

疾4个阶段。

2.1 建立防治体系阶段（1951-1959年） 江苏省寄

生虫病防治研究所于 1950年代成立，负责培训专业

人员，在一些重点地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少量专题

研究工作。之后，各市（地区）、县也相继建立了卫生

防疫站或疟疾防治站，负责包括疟疾在内的各项疾病

防治工作。1959年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

提出了加快消灭疟疾的任务，江苏省也制定了消灭疟

疾规划。但由于全省防治网络尚未健全、业务力量薄

弱、防治措施落实不彻底，且当时主要使用的是低效

抗疟药，防治效果不佳，为1960年代的疟疾暴发埋下

了隐患。

2.2 控制暴发流行阶段（1960-1988年） 1960年，受

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江苏省出现了第一次大范围疟

疾暴发流行。为有效控制暴发流行，本省开展了大规

模人群疟疾防治工作，主要采取“两根治，一预防”（疟

史病人休止期根治，现症病人根治；流行季节高发地

区预防服药），并结合爱国卫生运动以减少蚊虫孳生。

疟疾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暴发流行得到了初步

控制，疟疾发病率有较大幅度下降。但 1970年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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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现了第二次大范围疟疾暴发流行，可能的原因之

一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多数卫生防疫站或疟疾防

治站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而且随着大规模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运动，上百万无疟疾免疫力的城镇学生集中

流向有疟疾流行的农村地区。为尽快控制暴发流行，

本省在46个重点流行县（市）采取了以控制传染源为

主的“两全两复”（全民休止期根治、流行季节全民预

防服药，以及在流行季节前对有疟史的儿童进行复治

和对现症病人定期复治）的措施，并从1974年开始组

织苏、鲁、豫、皖、鄂五省疟疾联防，推动各项防治措施

的落实并取得明显效果。在此基础上，自 1979年开

始，本省将“两全两复”改为“一防（防蚊）、三治（休止

期根治、现症病人根治和发热病人查治）、压高峰（流

行季节发病率高的地区全民预防服药）”的综合防治

措施。此外，自 1980年开始江苏省逐步建成以乡

（镇）医院化验室为基地的门诊镜检站，省、市、县各级

均建立疟疾中心镜检站，至1984年全省建立了2 000
个以上的门诊镜检站，并组成了覆盖全省的省、市、县、

乡四级疟疾镜检网络体系和系统管理网络。1974-1988
年，全省共镜检发热病人23 673 408人·次，治疗现症

病人6 258 284人·次，休止期治疗有疟史者144 978 238
人·次，预防服药人数达 278 141 117人·次。疟疾年

发病率从1960年的2 495/万降至1988年的0.64/万。

与此同时，江苏省自 1983年起在恶性疟流行地

区实施以媒介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主要采取针

对嗜人按蚊的大范围DDT室内滞留喷洒灭蚊和溴氰

菊酯浸泡蚊帐的药物灭蚊措施，有效阻断了恶性疟传

播。1988年全省实现无本地感染恶性疟病例报告。

2.3 基本消灭疟疾阶段（1989-2010年） 根据“因地

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的防治原则，主要实施以

控制传染源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结合全球基金疟疾

项目、中央补助地方疟疾防治项目，针对不同流行特

征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如在献血员疟疾传播

地区，通过采取整顿供血队伍，减少重复供血，严格执

行采血浆规程等干预措施，杜绝交叉感染，取得了明

显效果［12］。在北纬32°以北疫情波动的以单一中华按

蚊为传疟媒介的地区加强抗疟措施落实，狠抓传染源

控制和管理、媒介监测、居民健康教育。在流动人口

较集中的地区，加强流动人口监测管理及输入性病例

的及时诊断和规范治疗，发热病人血检工作强调“调

整数量、提高质量”。1989-2009年全省共治疗现症

疟疾病人20 538人·次，休止期治疗有疟史者1 733 505
人·次、流行季节预防服药2 764 476人·次，发热病人

血检疟原虫 19 020 208人·次，药物灭蚊覆盖人口达

210.35万人。以上措施有效控制了局部地区疟疾疫

情回升［13］，全省疟疾发病率从 1989年的 0.42/万降至

2010年的0.05/万。1988年以来未发现本省感染的恶

性疟病例，1995年对盱眙、六合、江浦进行了消除恶

性疟达标考核，1986-2010年对全省 59个县（市、区）

和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镇江、泰州等 7个地

级市进行了基本消灭疟疾达标考核验收。

2.4 消除疟疾阶段（2011-2017年） 2010年9月，江

苏省围绕《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

制订了《江苏省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

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并实施消除疟疾行动，实施针对每

个病例和疫点的以监测与干预为核心的消除疟疾策

略，并在实践中提出了消除疟疾“1⁃3⁃7”工作模式，随

后在全省推广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 2017
年，全省已持续6年无本地感染和输入性继发疟疾病

例，全省13个设区市均已通过市、县级消除疟疾考核

评估。

2.4.1 疟疾流行区划分 根据《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

划（2010-2020年）》疟疾流行县分类标准，将全省113
个县（市、区）划分为 82个二类县和 31个三类县。在

二类县实施以清除疟疾传染源、阻断传播为重点的综

合措施；在三类县实施以加强监测和输入病例处置、

防止继发传播为重点的综合措施。

2.4.2 “1⁃3⁃7定点清除”工作模式 为进一步落实

“以传染源为核心，以监测工作为主导”的消除疟疾策

略［14］，江苏省按照《消除疟疾技术方案（2011版）》的

技术措施要求，针对消除疟疾工作中传染源的及时发

现、传染来源的判定和感染地的确定、及时阻断传播

三个关键环节，在实践中率先提出了消除疟疾“1⁃3⁃
7”工作规范［15］。该规范要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应在

发现疟疾病例（包括临床病例）的1 d（24 h）内进行网

络直报，病例报告地县级疾病控制（疾控）机构在病例

报告后 3 d内进行病例复核并开展流行病学个案调

查，病例居住地县级疾控机构在 7 d内开展疫点调查

和处置措施以阻断可能的传播。

2.4.3 主要措施的落实

2.4.3.1 传染源管理 全省乡（镇）及以上医疗机构

和县（市、区）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均建立了镜检

站，血检机构覆盖率达 100%。自 2013年起，在基层

（乡级）医疗机构逐步推行疟疾快速诊断试剂盒，用于

发热病人血检工作。2011-2017年，全省各级医疗卫

生机构累计开展发热病人血检3 178 088人·次，检出

阳性2 176人·次，阳性率达0.07%。省疟疾诊断参比

实验室对基层已检阴性血片进行了抽检，并对网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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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样本采用镜检和 PCR方法进行了复核。2011-
2017年，共抽检血片19 109张，血片制作、染色、清洁

度合格率分别为87.5%、89.3%、87.5%，阴性血片镜检

结果符合率均为 100%；复核网报病例样本 1 860份，

结果符合率为87.37%。

此外，江苏省制订了《抗疟药使用和管理规范》、

成立了江苏省疟疾诊治专家组、设立了重症疟疾定点

救治医院，各级疾控机构和定点救治医院均贮备有一

定数量的抗疟药物，所有疟疾病例均能按照《抗疟药

使用原则和用药方案》、《抗疟药使用规范》进行规范

治疗。2011-2017年，全省共报告疟疾病例2 220例，

病例报告及时率、规范治疗率、流行病学个案调查率、

疫点处置率均达到 100%，所有间日疟和卵形疟病例

均按要求进行了休止期根治。

2.4.3.2 蚊媒监测与控制 按地理位置、传疟媒介分

布历史情况，在全省设立16个媒介监测点，开展传疟

媒介种群、密度、常用杀虫剂敏感性等监测，并对有传

播可能的疫点采用杀虫剂室内滞留喷洒以阻断可能

的传播。2011-2017年，监测点采用人诱和灯诱方法

共捕获按蚊 33 292只，经鉴定均为中华按蚊；媒介按

蚊对杀虫剂的敏感性监测结果显示，江苏省中华按蚊

对溴氰菊酯、DDT和马拉硫磷等3种杀虫剂均呈现高

度抗性［16］。
2.4.3.3 多部门合作和健康教育 自2011年以来，结

合“全国疟疾日”宣传活动和全球基金疟疾项目，联合

教育、广电、商务、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采用新媒

体和传统宣传方法，在全省加强对流动人员的疟防知

识宣传，动员全社会参与消除疟疾工作。2011-2017
年，全省共约4 924万人受益。

2.4.3.4 业务技能培训 采取重点培训和逐级培训

相结合的方法，对全省医疗卫生机构相关人员进行疟

疾诊治、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媒介控制等知识和技能

培训，提升疟疾诊治和疫点调查处置能力。2011-
2017年，全省共培训各类人员 80 777人·次，为消除

疟疾工作提供了技术、能力保障。

2.4.3.5 考核评估 按照《消除疟疾考核评估方案》，

制订了《江苏省消除疟疾考核评估方案》和《江苏省消

除疟疾考核评估实施细则》。2012年，在建湖县、溧

阳市开展消除疟疾考核试点工作，至 2016年所有县

（市、区）通过消除疟疾达标考核；2015年，对无锡、常

州、苏州、连云港、盐城等5个设区市进行消除疟疾考

核评估，至 2017年全省 13个设区市均通过消除疟疾

考核评估，提前实现了《江苏省消除疟疾行动计划

（2010-2020年）》设定的阶段目标。

33 结语结语

江苏省 60多年的疟疾防治历程表明，在疟疾控

制阶段，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针对不同阶

段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疟疾流行特点，采用不同的群

防群治策略和措施正确有效；在消除疟疾阶段，“1⁃3⁃
7”工作规范是消除疟疾“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策略的

具体体现，实施针对每个病例和疫点、以监测与干预

为核心的消除疟疾措施有效阻断了疟疾在本省的传

播。自2012年起，全省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至

2017年全省所有县（市、区）和设区市均通过了消除

疟疾考核评估，提前实现了消除疟疾的阶段目标。

江苏省 60多年的疟疾流行历史也进一步证明，

疟疾具有传播快、易反复的特点。虽然江苏省已阻断

了疟疾的本地传播，但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及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因经商、务工、旅游等赴

非洲、东南亚等高疟区的人员数量大幅增加，导致本

省境外输入性病例所占比例不断上升，2012-2017年
境外输入疟疾病例数所占比例达100%（1 846/1 846），

境外输入性病例报告数居全国前列［17］，且感染虫种复

杂多样，输入性间日疟病例数逐年增加［6］。江苏省曾

是间日疟主要流行区，间日疟传播媒介中华按蚊仍广

泛存在，防止输入性疟疾再传播仍任重道远［18⁃19］。因

此，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消除疟疾成果不仅需要各级

政府的继续支持和经费保障，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对

临床医务人员疟疾诊治技能和疟防专业人员疟疾监

测和处置能力的培训，更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敏感

有效的疟疾监测体系、多部门信息互通机制和医防合

作机制，以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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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加强杀虫剂抗性管理，选用尚未产生抗性的杀虫剂

进行室内滞留喷洒，并加快新型杀虫剂研发进度，以

应对杀虫剂抗性带来的严峻挑战。

虽然江苏省已全面进入消除疟疾阶段，但近年来

全球疟疾疫情不降反升，加上本省外向型的经济特点

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随之增加的国际交往

和贸易往来势必也会使本省输入性疟疾病例长期居

高不下［16］。为阻断由国外输入性疟疾病例引起的江

苏省本地继发传播，在做好疟疾病例管理和健康宣教

等工作的同时，要切实加强疟疾传播媒介监测，及时

掌握种群密度、季节分布及抗性等蚊虫生态习性变

化，为消除疟疾阶段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疫点处置等病

例管理措施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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