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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引领科技引领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为加速消除疟疾进程提供驱动力为加速消除疟疾进程提供驱动力
汤林华*

［［摘要摘要］］ 江苏省启动消除疟疾行动以来，在疟疾流行病学、病原生物学和媒介生物学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科学研究，并建

立了一些新技术和新方法，这不仅为江苏省消除疟疾提供了有力保障、有效阻断了本地疟疾传播，还为全国乃至全球消

除疟疾提供借鉴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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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led technical innovation provides a driving force to
accelerate the progress of malaria el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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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hanghai 20002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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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Since the malaria elimination program was launched，a seri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Jiangsu Province, including epidemiology，pathogenic biology and vector biology，and some novel techniques and approaches
have been established，which provides a strong safeguard fo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achieves the effective
interruption of local malaria transmission. In addition，these tools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malaria elimination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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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曾在江苏省广泛流行。20世纪 60、70年代

江苏省曾出现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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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1］。在各级政府的高

度重视下，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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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遏制了 2000年前后部分地区出现的间日

疟疫情回升和小暴发；到2009年，全省本地感染疟疾

病例降至 195例，年疟疾发病率为 0.026/万［1］。2010
年全国启动消除疟疾行动计划后［2］，江苏省及时调整

防控策略，将核心从人群防治转向每个病例和疫点的

监测与干预；并针对消除疟疾工作中传染源的及时发

现、来源判定和及时阻断传播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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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全

省2011年报告最后1例本地感染病例后，至今已连续

7年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4］。至2017年底，全省

所有县（市、区）和设区市均通过了消除疟疾县级考核

和市级评估，2018年将迎来以省为单位的消除疟疾

评估。江苏省消除疟疾的历程，充分展示了科研创新

提供技术支撑在消除疟疾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11 科学研判流行特征科学研判流行特征，，及时调整防控策略及时调整防控策略

疟疾由控制走向消除，随着发病率的降低，疟疾

流行特征也会发生明显变化［5］。因此，江苏省对进入

消除阶段后疟疾流行特征进行了科学分析和准确研

判，提出输入性疟疾是进入消除阶段后江苏省疟疾防

控的重点，并发现导致输入性疟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对外投资及出国务工人员的增加［6］，从而针对输入性

疟疾的疫情特征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7⁃11］。
消除疟疾阶段不仅是疟疾防控目标的提升，而且

意味着疟疾防治策略的重大转变，需要从以往传统的

群众性防治运动到由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支撑的

以消除传染源为核心的技术转变，其中监测与反应作

为消除疟疾阶段的核心干预措施已被列入WHO新发

布的《2016-2030年全球疟疾技术战略》［12］。WHO虽

然就消除疟疾策略和措施提出了部分指导性意见，但

均较为宏观［13］。为此，江苏省根据消除阶段疟疾流行

·· 361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18年第30卷第4期 Chin J Schisto Control 2018，Vol. 30，No. 4
病学特征和我国实际情况，以及消除阶段疟疾防控策

略措施调整与转变的迫切需要，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

施了消除疟疾监测与反应“1⁃3⁃7”工作规范［3］，随后在

全国推广，对消除阶段的病例管理、疫点调查处置措

施的实施提供了有效指导，推动了我国消除疟疾进

程，亦为其他国家实施消除疟疾行动提供借鉴［2⁃3］。
目前，该策略已被WHO列入消除疟疾技术指南［14］。
22 建立敏感检测技术建立敏感检测技术，，完善病原监测网络完善病原监测网络

消除疟疾的关键是发现每一例可能的传染源，予

以及时治愈并阻断可能的传播［2］。消除疟疾阶段除通

过医疗机构的常规被动监测发现临床疟疾病例外，还

需要加强主动病例侦查、病例追踪调查等［2］。传统的显

微镜镜检法对低原虫密度感染者容易漏检，这是我国

消除疟疾阶段和消除后期监测的技术难点［15］。江苏省先

后开展了复式PCR［16］、荧光定量PCR［17］和环介导等温扩增

（LAMP）［18⁃19］等技术用于疟原虫检测的研究，探索适用

于消除阶段疟原虫检测的高敏感性新技术和新方法。

此外，围绕有望在基层推广应用的新技术——疟

疾快速诊断试纸条（RDT），江苏省开展了该产品用于

输入性卵形疟检测的效果评估［20］，对基层专业技术人

员相关知识、态度与行为（KAP）现状进行了调查［21］，
还探索了RDT使用与管理优化策略［22］，从而为进一

步推广RDT技术的规范使用提供了实证依据。通过

这些新技术、新策略和传统检测方法相结合，构建了

一个更为敏感的病原监测网络，为及时发现传染源、

巩固消除疟疾成果提供了有力保障。

33 开展病原生物学研究开展病原生物学研究，，揭示输入性疟原虫生物学特征揭示输入性疟原虫生物学特征

进入消除疟疾阶段后，江苏省绝大部分疟疾病例

为境外输入［23⁃24］。要制订更具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必

须了解输入性疟原虫的生物学特性。为此，江苏省建

立了疟疾生物样本库，这不仅为消除疟疾工作提供了

保障，同时也为疟疾相关研究提供了资源［25］。在此基础

上，江苏省在国际上率先对卵形疟原虫进行了全基因

组测序［26］；还对间日疟原虫进行了基于微卫星标记的

基因分型，并开展了间日疟原虫基因多态性和群体遗

传学研究［27］。相关数据作为亚太消除疟疾网络（Asia
Pacific Malaria Elimination Network，APMEN）间日疟

原虫基因数据共享平台（VivaxGEN）的重要组成部

分［28］，为间日疟原虫基因溯源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此外，通过境外输入性病例开展抗疟药的敏感性

监测，率先报道了恶性疟原虫对青蒿素抗性很可能已

经在非洲独立产生，并发现了可能与青蒿素抗性相关

K13基因上的新突变位点（M579I）［29］，这是疟原虫青

蒿素抗性研究的新突破。通过对非洲地区恶性疟原

虫氯喹抗性基因的监测，发现在非洲地区氯喹停用后

其抗性水平有下降的趋势［30］。这不仅为我国科学合

理使用抗疟药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全球抗疟药政策

的制订提供了参考。

44 开展媒介生物学研究开展媒介生物学研究，，掌握本地传疟媒介特性掌握本地传疟媒介特性

通过实施消除疟疾行动，虽然江苏省本地传播的

疟疾病例实现了零报告，但传疟按蚊仍将长期存在。

因此，江苏省对本地传疟媒介的种群密度、消长规律

等基本特性进行了长期监测［31⁃32］，并对按蚊的生存影

响因素及越冬机制等生物学特征开展系列研究［33⁃34］；
还重点针对我国中部地区的主要传疟媒介中华按蚊

对间日疟原虫的敏感性进行了分析［35］，对中华按蚊在

我国中部地区的传疟作用进行了重新认定。另外，还

对中华按蚊杀虫剂抗性进行了系列研究，先后通过转

录组分析技术对中华按蚊溴氰菊酯抗性的分子机理

开展了研究［36⁃37］，建立了新的中华按蚊杀虫剂抗性相

关基因检测技术［38⁃39］。这为疟疾消除及消除后的媒

介监测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强有力的工具。

55 结语结语

江苏省用实例证明，科技创新可以有力推动消除

疟疾进程。包括科技部在内的13个部委局联合下发

的《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中，明确

提出了“通过国家科技计划等渠道支持消除疟疾中关

键技术的研究工作，组织跨学科的联合攻关，研究疟

疾传播动力学、疟原虫抗性监测、间日疟根治以及开

发新型有效的快速诊断试剂、病原追踪溯源技术

等”［40］。《“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也

提出，要开展“疟疾病例追踪溯源、检测筛查、媒介和

药物抗性监测以及输入性传染源传播风险评估等技

术”的研究［41］。因此，要如期实现和巩固我国消除疟

疾的目标，必须持续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江苏省相关疟疾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我国消除

疟疾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可为全球消除疟疾作出更大

贡献。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上提出的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中，疟疾控制合作项目

是第六项“实施健康卫生行动”重要内容［42］，在峰会发

布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
年）》中明确提出“中方将继续与非洲开展控制疟疾项

目，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全球疟疾控制和消除目标”。

因此，通过科技创新促进全球消除疟疾进程，也将成

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健康丝绸之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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