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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世界卫生日—虫媒传染病

2014 年世界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

世卫组织）将目光转向一组由昆虫和其他媒介传播的

疾病即虫媒传染病，关注它们给人类带来的沉重的健

康和经济负担，探究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减轻这些负

担。当前，每年超过 100 万人因虫媒传染病致死。尽

管死亡数字令人震惊，但虫媒传染病给人类所带来的

不幸和困难远不止于此，很多幸存者都留有诸如身体

虚弱、容貌损毁、残疾、失明等永久后遗症。

媒介昆虫往往会在居住场所简陋、生活用水

不安全、环境受到污物污染等特定条件下大量孳

生繁殖，因此虫媒传染病对极不发达地区的贫困

人群所造成的伤害更为沉痛。通过媒介控制来遏

制虫媒传染病的肆虐可以为这些地区提供良好的

发展机遇，但可惜的是，媒介控制措施往往并未

得到充分的推广实施。以下即为一条世界卫生日

的相关建议：各国政府及各自的发展伙伴需要采

取更多举措以便抓住这一机遇。

由蚊类传播的疟疾最为人所熟知，也是给人类

造成最大危害的虫媒传染病。但还有许多其他虫媒

传染病同样不容忽视，例如登革热和黄热病，往往

会大规模暴发流行，严重情况下会导致公共卫生系

统瘫痪，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当前，每年

就有 50 万左右的重症登革热病人需要入院治疗。

盘尾丝虫病可以导致失明，基孔肯雅热会引起

长达数周的严重关节痛，美洲锥虫病晚期能导致心

脏衰竭和青壮年早逝，日本脑炎对中枢神经系统能

够造成永久性损伤。

血吸虫病在全球范围分布最广，会导致严重

的营养缺乏及校内表现不佳。某些类型的利什曼

病会造成迅速死亡，另外一些类型则能导致严重

的面容损毁。在正遭受淋巴丝虫病侵袭的 1.2 亿人

中，大约 4000 万病例遭到容貌损毁，或因病丧失

工作能力。

劳动生产能力的丧失只是上述疾病带来的恶果

之一，更为悲痛的是容貌损毁和社会排斥所带来的

心灵创伤，对妇女而言尤其严重。

传统理念认为虫媒传染病基本都带有明显的地

域分布特征，但近年来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疾病宿主种群分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因

素包括气候变化、过度农垦、水坝、灌溉系统建

设、森林砍伐、堤坝截流、人群迁徙、城镇化的

快速无序推进，以及国际旅行和国际贸易的飞速发

前言



展。上述这些变化为媒介及其传播的疾病在新地域

的定殖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于所有这些虫媒传染病而言，媒介控制是强

有力的防控措施，然而其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杀虫剂的大规模使用一度使得

许多重要虫媒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遗憾的是，

自满情绪渐涨、防控计划中断、资源日益减少、专

业技术流失，很快使虫媒传染病又报复性地卷土重

来，原本可用来防控的基础设施已不复存在。

更令人担忧的是，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媒介

对高效低毒杀虫剂产生耐药性的趋势。

因此，重塑新的媒介控制形势并提升用于支撑

这一形势的能力变得尤为重要，包括专业技术人才

储备、完善的媒介监测系统和更好的实验室基础设

施。对虫媒传染病来说，媒介控制犹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另一条重要的世界卫生日建议是：各国

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必须意识到在虫媒传染病蔓延形

势进一步恶化前立即采取措施已刻不容缓。

将媒介控制作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点工作，可

以挽救无数条生命并且切实减少虫媒传染病所导致

的病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方法对诸如登革热、

基孔肯雅热等缺乏疫苗保护和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

显得尤其重要。对那些可以通过疫苗保护或者具备

有效治疗手段的虫媒传染病而言，媒介控制措施是

很好的补充，可以迅速有效降低疾病负担。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世卫组织会将媒介综合

防治作为强化媒介控制的最佳方法加以推动，该方

法从室内滞留喷洒到昆虫天敌等一系列干预措施加

以组合利用并产生增值效应。鉴于同一地区往往存

在多种虫媒传染病，而且一些媒介能够同时传播多

种疾病，因此媒介综合防治能够同时对多种疾病提

供干预保护。

控制虫媒传染病，还可以为减贫作出重要贡

献，因为虫媒传染病的主要侵袭人群恰恰是贫困人

群。我真诚地希望今年的世界卫生日会对媒介控制

带来新的生机，并使得这项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

因为在 21 世纪任何人都不应因一只蚊子、白蛉、

蚋或蜱的叮咬而死亡。

陈冯富珍博士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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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昆虫及其所传播的疾病一览

媒介昆虫名称 疾病种类

蚊类：

埃及伊蚊 登革热、黄热病、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

白纹伊蚊 基孔肯雅热、登革热、西尼罗热

致倦库蚊 淋巴丝虫病

按蚊（已知可传播疾病的超过 60 种） 疟疾、淋巴丝虫病（非洲）

趋血蚊 黄热病

白蛉 利什曼病

锥蝽 美洲锥虫病（恰加斯病）

蜱类 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蜱传脑炎、斑疹伤寒、莱姆病

蚤类 鼠疫、鼠型斑疹伤寒

蝇类（多种类） 非洲锥虫病、盘尾丝虫病

第一章
虫媒传染病：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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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媒介？

媒介是可在人际间传播或者动物与人之间

传播疾病的一种生物体。多数媒介为吸血类昆

虫，吸食了感染宿主含有病原微生物的血液，

在下一次吸食的过程中又将这一病原微生物传

播给新宿主。最为人所知的媒介是蚊类，其余

包括一些特殊的蜱类、蝇类、白蛉、蚤类、臭

虫和淡水螺等［1］。

全球一半以上地区面临风险

虫媒传染病是一组由侵袭人类的病原微生

物或寄生虫引起的疾病。每年有超过十亿人感

染，超过一百万病例死于疟疾、登革热、血吸

虫病、利什曼病、恰加斯病、黄热病、淋巴丝

虫病和盘尾丝虫病等虫媒传染病。

全球范围内患病和因病致残的人群中，有

六分之一是因为感染虫媒传染病所致，全球

超过一半人口正面临虫媒传染病感染风险［2］，

其中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和欠发达国家受影

响更甚。

虫媒传染病在城市、郊区和乡村均有发生，

但在生活条件差的社区发生率会大幅增高，特

别是那些住房条件简陋、缺乏洁净饮用水和环

境卫生条件糟糕的社区。营养不良和免疫力低

下人群更易受到感染。

这些疾病同时也加剧了贫困、患病或残疾

丧失工作能力，从而无法养家糊口，导致生活

更为困难，阻碍经济发展。以登革热为例，患

病所造成的家庭和政府基本经济负担包括医

疗费用和误工损失两个方面。对八个国家进

行的研究数据表明，平均一名门诊患者需误工

14.8 天，治疗费为 514 美元，非死亡住院病例

则需 18.9 天治疗，治疗费为 1491 美元［3~7］。

综上，虫媒传染病在妨碍经济发展和导

致贫困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个关于疟疾

的经济计量学模型表明，疟疾重点流行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仅为非疟疾流行地区

的三分之一［8］。

日益增长的威胁

追溯至 20 世纪 40 年代，人工合成杀虫

剂的发明和使用在防控虫媒传染病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绩。随后的五六十年代，大规模室

内喷洒（杀虫剂）使许多主要虫媒传染病得

到了控制。到 60 年代后期，除非洲疟疾以外，

上述很多虫媒传染病已不再是公共卫生重点关

注的对象。

这导致了防控工作的大幅退步，媒介控制

规划搁置，资源投入减少，很多公共卫生机构

一只埃及伊蚊——传播登革热、黄热病、基
孔肯雅热的主要媒介
©…Dr…Francis…Schaffner

一名正在曼谷某医院接受登革热检测的儿童
©…WHO/T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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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控制专业人员流失。

最近的 20 年间，很多重要虫媒传染病卷

土重来，并且蔓延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虫媒

传染病，原本只是热带国家头疼的问题，现在

却成为感染人数不断增多、流行区域不断扩大

的全球公共卫生威胁。

综合气候、经济、土地利用方式、快速增

长的人员及货物流动等因素考虑，虫媒传染病

具备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可能，已对世界范围内

超过半数的人口形成威胁。

环境改变正导致很多媒介昆虫数量增多，

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特别是登革热已经发展

成为一个全球性公共卫生焦点。2012 年，登革

热被列为全球最重要的具有潜在流行风险的蚊

媒病毒病，在过去的 50 年间，病例数增加了

30 倍之多，对人类造成了沉痛的伤害和巨大的

经济负担。

20 多个欧洲国家和地区已经发现了登革热

的主要传播媒介——埃及伊蚊。相同的蚊将基

孔肯雅热传播到了加勒比海地区，美洲地区也

已经出现了首例这种使人虚弱无力的疾病。

在媒介迅速地跨地域扩散传播的同时，更

加令人关注的是，对杀虫剂的耐药性也在逐渐

增加，目前大多数媒介都出现了对多种杀虫剂

的耐药性。一旦现有的杀虫剂对媒介失去杀灭

效果，那么控制疟疾及其他虫媒传染病流行的

成果亦将付诸东流，尤其是在非洲地区。

同时全世界也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媒

介昆虫专家和媒介控制专业人才严重匮乏，非

洲仅有极少数国家的大学内设有昆虫学专业，

某些国家甚至仅有少许几个昆虫学专业人才。

重建防控新秩序

我们不能再满足于现状。若不立即采取措

施，将会对全球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

对于许多虫媒传染病而言，目前尚没有有

效疫苗，药物耐受性又成为日益增长的新威

胁，因此媒介控制是至关重要的，通常也是防

止虫媒传染病暴发流行的唯一有效手段。

现有的很多干预手段，比如使用杀虫剂处

理过的蚊帐，室内喷洒（杀虫剂）等都是简单

易行且行之有效的。当社区集中暴发流行时，

在使用大范围药物治疗等手段的同时配合使用

这些媒介控制方法则更为有效。

媒介防制计划也能够联合多种干预手段及

资源，针对不止一种疾病同时展开防控工作，

这种方法称为媒介综合防制。

比如，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使用杀虫剂

DDT 室内喷洒集中防治疟疾之后，多个国家的

利什曼病流行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淋巴丝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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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 ~2007 年每年上报至WHO的登革热及重症登革热病例的平均数与
2008 年 ~2011 年上报病例数之对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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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甚至在所罗门群岛彻底销声匿迹。

很多时候，加强现有媒介的防控工作，不仅需要药物以及诊断工具，

还需要充足的资金投入和政治承诺。

同时，研究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来抗击媒介及其传播的疾病，也急切

地需要更多的投资。

抗击虫媒传染病，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重建防控新秩序，包括全球性公

共卫生机构、各个国家政府间及各地区内，以及贯穿政府各级部门直到社区乃至家庭单位的共

同努力。

（先裕飞 译 田玲玲、王静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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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利亚共和国的一名患重症疟疾的儿童正
接受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

疟疾流行国家及疟疾控制状态，2013.12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疟 疾

疟疾是一种以引起发热、寒战、流感样症状为主要临

床表现的寄生虫病，经蚊虫叮咬感染后 , 其潜伏期为 7 天

或更长。

疟疾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关键。如果不及时治疗，

疟疾会导致重症和死亡。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治疗

（ACT）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特别是针对恶性疟感

染最为有效。

虽然有一个针对恶性疟有不错前景的疫苗正在非洲的

7 个国家进行大范围临床试验，但至今尚无市售的针对疟

疾的疫苗。

第二章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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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是由疟原虫属寄生虫感染
所致，通过受感染的雌性按蚊
叮咬进行传播

幼童、孕妇、HIV 感染者、处于人道主义

危机和自然灾害影响下的灾民以及来自无疟疾

流行地区的国际旅客属于疟疾感染高危人群。

弱势群体中那些最穷的穷人，生活在偏远农

村、不能获得足够卫生机构服务的人群，面临

的风险最大。

疾病负担

在 2012 年，大约有 2.07 亿疟疾病例，其

中有 62.7 万人死亡［10］。广泛使用预防和控制

疟疾的方法，使得很多国家的疟疾疾病负担明

显降低。自 2000 年以来，全球疟疾死亡率已

下降 42%，世卫组织非洲区降幅达 49%。

全球 97 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持续性的疟疾

传播，大约 34 亿人口面临着疟疾风险。90%

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

洲，使该地区的疟疾疾病负担尤其严重。刚果

民主共和国和尼日利亚是疾病负担最为严重的

两个国家，十分之四的疟疾死亡病例均出现在

这两个国家。

传播

疟疾是由疟原虫属寄生虫感染所致，通过

受感染的雌性按蚊叮咬进行传播，主要在黄昏

至拂晓期间叮咬。

可引起人类感染的疟原虫有 5 种，其中

恶 性 疟 原 虫（P.falciparum） 和 间 日 疟 原 虫

（P.vivax）感染最常见。恶性疟感染最危险，

导致的并发症和死亡率最高。在撒哈拉沙漠以

南的大部分非洲国家，恶性疟导致死亡是严重

的公共卫生问题。

按蚊是疟原虫唯一的传播媒介。60 种已知

的可传播疟疾的按蚊种群都有各自的生物学和

生态学特性。而生命周期较长和偏好叮咬人类

（仅嗜人血习性）的按蚊种群是传播疟疾的主

要媒介，其中包括冈比亚按蚊（An. gambiae）,

和致死按蚊（An. funestus），它们是导致非洲

众多疟疾感染者死亡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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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无针对登革病毒感染的特异抗病毒

治疗方法。对于重症登革热，医护的核心在于

保持患者的体液量。

尽管有几种候选疫苗正处于不同试验阶

段，但尚没有获准的预防登革热病毒疫苗。

10° C

10° C

全球存在登革热传播危险的国家或地区，2012

登革热

登革热是一种严重的流感样疾病。主要临

床症状包括：高热、严重的头疼、肌肉和关节

疼、恶心、呕吐、腺体肿胀，以及出疹。登革

热本身很少致死，但引发的重症登革热是有可

能致命的并发症，症状包括低体温、严重腹

痛、呼吸急促、牙龈出血和呕血。

登革热患儿正在柬埔寨的国家儿童医院接受治疗
©…Erika…Pineros

见 于 报 道 的 登 革 病 毒 分 为 4 种 血 清 型

（DEN-1、DEN-2、DEN-3 和 DEN-4）。 感

染一种病毒并恢复后，对该血清型病毒具有终

生免疫，但随后感染其他血清型的病毒会增加

罹患重症登革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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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负担

超过 25 亿，占世界人口 40% 以上的人群

面临罹患登革热的危险。世卫组织估计，每年

全球可能有超过 1 亿登革热感染病例，约有 50

万人因患重症登革热需住院治疗，其中很大一

部分是儿童患者。约 2.5% 的感染者最终死亡。

登革热是世界上传播最快的蚊媒病毒病。

在过去的 50 年，疾病在地理区域上传播到更

多的国家，发病率增加了 30 倍。近 10 年来，

疾病也从城市流行到农村。

1970 年之前，只有 9 个国家发生过重症

登 革 热 流 行。 而 目 前， 该 病 在 非 洲、 美 洲、

东地中海、东南亚和西太平洋有 100 多个国

家呈地方性流行。美洲、东南亚和西太平洋

区域受影响最为严重，2010 年有 230 多万登

革热病例。

随着疾病向新的地区蔓延，不仅病例数

量出现上升，而且还连续发生暴发性疫情。

现在，欧洲也存在可能出现登革热疫情的威

胁。2010 年，法国和克罗地亚首次报告出现

了登革热地方传播的情况。2012 年，葡萄牙

的马德拉岛发生了严重的登革热疫情。2013

年，佛罗里达州（美国）和中国云南省也报

告了病例。

传播

埃及伊蚊是登革热的主要媒介。病毒通过

感染的雌蚊叮咬传染给人类。病毒在蚊体内孵

化 4~10 天后，被感染的蚊虫可终生传播病毒。

受染人是病毒主要携带者和增殖源，是

未受感染蚊虫的病毒源。感染登革热病毒的

患者在出现最初症状后，能通过伊蚊传播感染

（4~5 天，最长 12 天）。

埃及伊蚊生活在城市栖息地，主要在人造

容器中繁殖。埃及伊蚊在白天进食，其叮咬高

峰是在清晨或黄昏前。雌性伊蚊每次吸食会叮

咬多人。

亚洲登革热的次要媒介白纹伊蚊已经传播

到北美和欧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废旧轮

胎（伊蚊的繁殖场所）、木材和其他货物（如

幸运竹—一种用于装饰房屋的植物）贸易流

动造成的。白纹伊蚊的适应性极强，在欧洲较

冷的温带地区也可生存。白纹伊蚊的地理分布

广泛，农村和城市均是它的栖息地。白纹伊蚊

的蚊卵生存能力很顽强，在干旱的季节也能存

活。白纹伊蚊也是在白天进食。

旅行者在登革热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随着旅行者的流动，可以把新型登革热带

到有传播媒介的地区。旅行者发生的感染可以

对疾病暴发提供早期预警，特别是当他们接受

先进研究机构的检测后，可以提供包括病毒的

血清型以及基因序列等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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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国际旅行卫生》中提供的基孔肯雅热流行区地图［11］

基孔肯雅热

基孔肯雅热的临床特征是发热、伴有严重

关节痛，可持续数周。其他症状还包括肌肉疼

痛、头痛、恶心、疲劳和皮疹。

大多患者可以痊愈，但有些患者的关节痛

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偶有报告会发生眼睛、

神经和心脏方面的并发症，以及胃肠不适。严

重并发症不多见，但此病可导致老年人死亡。

由于感染后通常只有轻微症状，可能难以识别

感染，在登革热流行地区也会被误诊。

基孔肯雅热的典型特征是突然发病，伴有

发热、皮疹和不缓解性关节痛，可能持续数

月。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有很多相似点，包括

相同的传播媒介、临床症状和地理分布，但持

续性的关节疼痛是其特有的症状。

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基孔肯雅热的抗病毒药

物治疗。对症治疗或者支持性治疗主要包括休

息，使用对乙酰氨基酚或者扑热息痛缓解发

热，解热镇疼类药物减轻关节疼痛。

疾病负担

基孔肯雅热发生于非洲、亚洲和印度次大

陆。近十几年来，在一些以往未报道过基孔肯

雅热病例的国家也出现了疫情。

2005 年 ~2006 年，留尼旺岛（位于印度

洋的一个法属地）暴发了基孔肯雅热，三分之

一的人口受到感染（77.5 万居民中有 26.6 万人

感染）。这次暴发流行还波及世界卫生组织东

南亚地区的几个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当地在

2006 年报告了 140 万感染病例。2007 年，欧

洲报告了首次传播，是意大利东北部的一次局

部性暴发。

2013 年 12 月，世界卫生组织美洲区，位

于加勒比群岛的法属圣马丁岛报告了该地区首

例基孔肯亚热病例。此后，美洲地区的其他岛

屿也相继报告了病例。

传播

在亚洲和印度洋地区，埃及伊蚊和白纹伊

蚊是主要的传播媒介。在非洲，涉及的传播媒

介更广，包括更多的伊蚊种群、环纹库蚊、常

型曼蚊和按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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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国际旅行卫生》中提供的黄热病流行区地图［11］

黄热病

黄热病是一种经典的病毒性出血热，在有

效的疫苗问市前属于高致死性疾病之一。

感染病毒后 3~6 天出现首发症状。第一阶

段或称“急性期”，出现发热、肌肉疼痛、头

疼、寒颤、厌食、恶性、呕吐等症状。3~4 天

后，大部分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症状消失。

大约 15% 病人进入毒性期，再次发烧，出现黄

疸，甚至有时伴有出血和呕血。

针对黄热病没有特效疗法，而且很多病人

甚至缺乏针对脱水、呼吸衰竭、发烧、相关感

染等的维持疗法。大约 50% 进入毒性期的病人

在 10~14 天内死亡。

疫苗接种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黄热病的手

段，一剂疫苗接种将提供终身免疫。

疾病负担

全世界每年约有 20 万人感染黄热病，3 万

人因此失去生命。在过去的 20 年中，由于人

群对疾病感染的免疫力下降、森林砍伐、城市

化、人口流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黄热

病病例数已在增加。

传播

黄热病毒通过趋血蚊属和伊蚊属的蚊虫在

猴与猴、猴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近

几年的暴发流行都出现在非洲几个国家的季节

性工人、游牧人群以及无家可归者之中。

在过去的 30 年中，城市传播媒介—埃

及伊蚊分布急剧增长以及广泛的航空运输增加

了黄热病传入北美州、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

以及亚洲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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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在蚊与蚊之间传播，特别是三带喙库

蚊，此外还可在猪、水鸟等动物中传播。人类

属于意外宿主或“终端宿主”，因为感染者的

血液中达不到足够高的病毒载量，不能再感染

叮咬他们的蚊虫。

日本脑炎

日本脑炎病毒通过感染的库蚊叮咬传播

到人。

大部分感染者没有症状或者出现轻微症

状。少数感染者发展为脑炎，出现包括突发头

疼、高热、定向障碍、昏迷、震颤和抽搐等症

状。四分之一的重症患者死亡，30% 存活的重

症患者存在永久性中枢神经系统损伤。

日本脑炎无特效药物治疗，支持疗法和并

发症的处理可以缓解症状。

疫苗接种是预防日本脑炎的最有效的方法。

疾病负担

全球每年大约有 5 万人感染日本脑炎，其

中 1 万人死亡，且大部分是 5 岁以下的儿童。

日本脑炎在整个亚洲流行，东起西太平洋岛

屿，西至巴基斯坦边界，北起韩国，南至巴布

亚新几内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

陆日本脑炎的发病率已经得到明显控制，但同

时疾病向印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传

播，成为这些国家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传播

日本脑炎病毒主要在乡村农业生产地区传

播，特别是水稻田附近，但同样也可发生于城市

中心周围。亚洲温带地区，病毒的传播具有季节

性特点。

/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国际旅行卫生》中提供的日本脑炎流行区地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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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丝虫病

淋巴丝虫病，俗称象皮病，是一种线状丝虫

类寄生虫导致的疾病，可通过蚊子传播给人类。

印度奥里萨邦的一名
淋巴丝虫病患者出现
了淋巴水肿
©…Sean…Hawkey

微小的丝虫成虫寄生在患者的淋巴系统，

破坏人体的免疫功能。丝虫可存活 6~8 年，在

此期间它们产生大量的微丝蚴（小幼虫），微

丝蚴可进入血液循环。

大部分感染为无症状感染，没有外部体

征，但此类无症状感染仍对淋巴系统、肾脏和

免疫系统造成破坏。

急性发作期症状为局部皮肤炎症、淋巴结炎

和淋巴管炎，常伴有慢性淋巴水肿（组织水肿）。

疾病感染通常发生在童年期，但严重的慢

性症状出现在成年期，且男性患者多于女性。

疾病导致淋巴水肿、四肢象皮肿或外生殖器鞘

膜积液，使患者有明显的疼痛感，丧失生殖能

力，因身体畸形而遭受社会排斥。

推荐感染者单剂量服用阿苯达唑配以枸橼

酸乙胺嗪，或伊维菌素以清除血液中寄生虫。

对生活在感染地区的 65% 人群进行持续 5 年的

治疗，就可以阻断传播循环。

注意卫生清洁、皮肤护理、锻炼和抬高患

肢等措施可以改善淋巴水肿和急性炎症的严重

程度。手术可以缓解鞘膜积液。

疾病负担

目前，淋巴丝虫感染人数超过 1.2 亿人，

其中约 4 千万人因病肢体变形，丧失行为能力。

淋巴丝虫导致 2500 多万男性患有生殖器

疾病，1500 多万人罹患淋巴水肿。约有 65%

的感染者生活在东南亚地区，30% 在非洲地

区，其余的感染多发生在其他热带地区。

传播

多种蚊类可传播淋巴丝虫病，如普遍分布

在城市和半城市地区的库蚊，主要分布在农村

地区的按蚊和主要存在于太平洋岛屿和菲律宾

部分地区的伊蚊。丝虫类型主要有三种：班氏

丝虫（Wuchereria bancrofti)——占 90％的丝虫

感染，马来丝虫（Brugia malayi）和帝汶丝虫

（B. timori）。

2012 年，全球药物预防淋巴丝虫感染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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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什曼病

利什曼病有三种主要形式：内脏利什曼病

（又名黑热病，是最严重的利什曼病）、皮肤利

什曼病（最常见）和皮肤黏膜利什曼病。

临床表现由于疾病类型不同而各异，可以

引起发烧、消瘦、肝脾肿大、贫血、皮疹和皮

肤溃疡。皮肤利什曼病和皮肤黏膜利什曼病导

致身体皮肤、黏膜暴露部位溃疡，会留下永久

疤痕和严重残疾。

及早诊断和药物治疗，有助于降低该病的

发病率，防止残疾和死亡。

利什曼病在埃塞俄比亚的 Libo…Kemkem暴发，一名内脏
利什曼病患者在等待治疗
©…WHO/J…Alvar

2012 年，全球内脏利什曼病
（VL）的流行现状

2012 年，全球皮肤利什曼病
（CL）的流行现状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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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病主要影响地球上最贫困的人，与人口流离失所、居住条件不佳、免疫状况差和缺乏资

源有关。在过去的 20 年中，由于人口流动、砍伐森林、大坝截流、农业灌溉和城镇化等环境

变化以及种族矛盾和战争导致的居无定所等因素，疾病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营养不良、住房或家庭卫生条件差、在室外或在地上睡觉等因素均增加了感染风险。由于

缺乏营养和免疫力低下，贫困的人一旦感染会出现更快的疾病进程，即疾病恶化，甚至导致死

亡。

疾病负担

据估计，每年有 130 万新发病例，其中有

2 万 ~3 万例死亡。每年全世界有 30 万新发内

脏利什曼病例，大部分病例出现在六个国家：

孟加拉国、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南苏丹

和苏丹。约 95% 的皮肤利什曼病发生在美洲、

地中海盆地、中东和中亚。三分之二以上发生

在以下六个国家：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巴

西、哥伦比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皮肤黏膜利什曼病多发生在

美洲地区（玻利维亚、巴西和秘鲁）。

传播

利什曼病通过感染利什曼原虫的雌性双翅

目白蛉叮咬传播，这种白蛉广泛分布在全球热

带和温带地区。雌性白蛉通过吸食已感染利什

曼原虫的人或者动物的血液受到感染。

白蛉生活在相对凉爽和潮湿的地区，如房

屋内、厕所、酒窖、洞穴、墙壁的裂缝、家庭

垃圾堆放处、密集植被、树洞、动物的洞穴和

白蚁山丘。利什曼病主要发生在农村和城市周

边地区，人类、狗和其他动物都可携带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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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全球盘尾丝虫病的分布

盘尾丝虫病（河盲症）

盘尾丝虫病，又称河盲症，是一种由盘尾

丝虫引起的寄生虫病。该病症状包括严重瘙

痒、皮肤色素脱失、淋巴腺炎导致的腹股沟和

生殖器象皮病、视力损害，甚至永久失明。

该病的潜伏期通常为 1~3 年，伊维菌素可

用于杀死微丝蚴，缓解皮肤瘙痒，是治疗该病

的首选药物。

疾病负担

盘尾丝虫病是仅次于沙眼的全球第二大导

致失明的感染性疾病，目前有 3700 万人感染

该病。

大部分感染者生活在非洲的 31 个国家，

在拉丁美洲的危地马拉、墨西哥南部、委内瑞

拉和巴西的小部分地区也有报道。2013 年，世

卫组织经认证后宣布哥伦比亚为首个消灭盘尾

丝虫病的国家，随后 2014 年厄瓜多尔也得到

认证。也门是阿拉伯半岛地区唯一该病流行的

国家。

传播

盘尾丝虫病是由盘尾丝虫感染引起的寄生

虫病，盘尾丝虫可在人体内存活 14 年之久。

该病通过黑蝇（蚋）反复叮咬传播给人。

这些蚋孳生于湍急的河流和小溪中，通常

从卵孵化生长为成虫需要 8~12 天。雌性蚋交

配后需要吸食血液，当叮咬感染盘尾丝虫的病

人时，血液中的微丝蚴会进入蚋的体内，并通

过叮咬传播给其他人。最终，微丝蚴在人体内

发育为成虫，长度可超过 50 厘米，寄生于皮

下组织中的淋巴管汇合处或者关节部位。成虫

死亡后引起各种反应，包括皮肤损伤、强烈瘙

痒，甚至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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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克里米亚 -刚果出血热的地理分布

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

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是一种严重的病

毒性疾病。该病起病急，症状包括发热、肌肉

痛、头晕、颈部疼痛强直、背痛、头痛、眼痛

且对光敏感。早期还可能伴随恶心、呕吐、腹

泻、腹痛和咽喉痛 , 随后出现急剧的情绪不稳

和神志不清。其他症状包括心率快、皮疹、淋

巴结肿大和肝、肾功能衰竭。

超过三分之一的感染者在发病后的第二周

内死亡。

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主要的治疗方法

是对症治疗。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已被证明

有效。

目前，还没有安全有效的疫苗可广泛供人

使用。

疾病负担

该病属于地方病，在非洲、巴尔干半岛、

中东和亚洲流行。有可能暴发感染成为流行

病，并可能导致高达 40% 的感染者死亡。

传播

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是一种由蜱传播布

尼亚病毒科的内罗病毒引起的疾病。

多种蜱都可能感染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

病毒，其中璃眼蜱是其主要媒介。该病毒的宿

主包括野生动物和家畜，如牛、绵羊、山羊和

驼鸟。

病毒通过蜱叮咬传给人，也可通过宰杀过

程或宰杀后接触感染动物的血液或组织传给

人。因而畜牧业者、农业劳动者是高危人群。

若密切接触感染者的血、分泌物、器官或

其他体液，也可能发生人传人。医疗器械消毒

不当、针头重复使用和医疗用品污染等还可引

起院内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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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姆病

莱姆病的临床症状包括发热、发冷、头

痛、疲劳、肌肉和关节疼痛。被蜱虫叮咬的部

位经常出现一个红斑 , 之后逐步扩大为一个中

部空白的环状区域，然后蔓延到身体的其他部

位。

如果不经处理和治疗，感染会扩散到关

节、心脏和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的关节炎可能

持续两年以上。

大多数情况下，莱姆病可以经过一个疗程

的抗生素治疗而痊愈。

疾病负担

莱姆病发生在农村地区，分布在亚洲、欧

洲的西北部、中部、东部和美国。

该病公认的首次暴发是在 1975 年的美国

康乃狄克州。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估

计，目前美国的疾病负担是每 100 000 人中约

有 7.9 个病例［12］。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该病在多个

欧洲国家有报告。目前，莱姆病是北半球最常

见的蜱传疾病。

传播

莱姆病（莱姆疏螺旋体病）是由疏螺旋体

属细菌引起的疾病，通过感染的鹿蜱（硬蜱

属）叮咬传播。许多种哺乳动物可被感染，其

中啮齿动物和鹿是重要的储存宿主。生活在农

村地区或去偏远地区旅游的人，尤其是露营

者和背包客，大多存在感染风险。一旦被蜱叮

咬，应尽快将蜱虫从身体上移除。

篦子硬蜱
©…ECDC…/…G…Hend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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蜱传脑炎

感染蜱传脑炎会引起流感样症状、高热、

剧烈头痛、恶心、呕吐以及背痛。30% 的病例

可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导致麻痹甚至死亡。

年老的患者症状更严重。

目前没有针对蜱传脑炎的特效治疗。抗

炎药可用以减轻症状。而一些患者可能需要

插管和辅助呼吸。对生活在高危地区，或计

划前往高危地区徒步旅行或露营的游客推荐

免疫接种。

疾病负担

蜱传脑炎有三种亚型：欧洲亚型（也称西

方亚型）、远东亚型和西伯利亚亚型。

全球大多数病例都发生在俄罗斯，尤其是

西部西伯利亚地区。有病例报告的，或蜱体中

有该病毒高度流行的其他国家还包括阿尔巴尼

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保加利亚、中国、克罗地亚、丹麦、芬

兰、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蒙古、挪

威、波兰、韩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

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土耳其和乌

克兰。在过去的 20 年中，有 19 个欧洲国家报

告出现 8500 例病例。

传播

该病通过感染蜱（硬蜱属）叮咬传播，偶

尔可通过食用未经高温消毒的来自感染的山

羊、绵羊或牛的奶制品而传播。大多数病例发

生在 4~11 月气温较高的月份。蜱传脑炎病毒

在海拔 1500 米的地方也有发现［13］。

其他蜱传疾病

其他由蜱引起的疾病包括回归热、立克次

体热、Q 热、土拉热和萨努尔森林病。

其中一些蜱传病是典型的地方性疾病，政

府需要合理控制，根据地方的疾病负担进行干

预治疗。

蜱传病也可感染家畜，导致畜牧业主巨大

的经济损失。

几种主要蜱传疾病的治疗

疾病 治疗

蜱传回归热 四环素族抗生素或其衍生物

蜱传立克次体热 四环素或氯霉素

莱姆病 四环素族抗生素或其衍生物，儿童可用青霉素治疗

土拉热 链霉素

蜱传病毒性脑炎 无特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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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裂体吸虫病）

血吸虫病是一种慢性病。肠道血吸虫病可

导致腹痛、腹泻、血便、肝脾肿大、腹水和腹

部血管血压升高。

泌尿系统血吸虫病可导致血尿，膀胱、尿

路、生殖器损伤和纤维化，肾损伤，有时甚至

发展为膀胱癌。可能导致不孕，增加妇女感染

HIV 的风险［14］。

在加纳，邦戈，一所小学的学期教育课上，孩子们指出他
们已出现了血尿—血吸虫病的一种症候
©…M…Wilson

1 >50%
2 10%~49%
3 <10%

血吸虫病会导致儿童贫血、发育迟缓

和学习能力低下。经过治疗，这些症状是

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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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负担

超过 7 亿人口居住在具有血吸虫病感染风

险的地区。78 个国家已证实存在血吸虫病，其

中 52 个国家广泛流行，主要集中在撒哈拉沙

漠以南非洲。2012 年，至少有 2.49 亿人需要

接收血吸虫病治疗。

全球有数百万人遭受着血吸虫病引起的严

重慢性病的困扰。

传播

血吸虫病是由寄生在血液中的血吸虫（裂

体吸虫属寄生虫）引起的。寄生虫的幼虫—

尾蚴从淡水螺中逸出进入水体，当人们接触疫

水，水体中的尾蚴就会穿过皮肤进入人体，导

致人感染血吸虫。

四种淡水螺—双脐螺（Biomphalaria）、

泡螺（Bulinus）、钉螺（Oncomelania）和新拟

钉螺（Neotricula）是血吸虫的媒介。这些螺生

活在淡水中，从小水塘、小溪流，到大的湖、

河中都有。绝大多数生活在水生植物丰富的浅

水中，或有机物中度污染的水体中，譬如下水

道，通常是近居民区的污水中。

双脐螺和泡螺是雌雄同体，一个螺体就可

污染整片水体。人们只要接触了含寄生虫幼虫

的淡水，就会感染血吸虫。幼虫会穿过皮肤进

入肝脏，在肝中发育为裂体血吸虫的成虫。成

虫寄生在血液中，雌虫在血管中产卵。

血吸虫病的症状是由机体对虫卵的免疫

反应引起的，不是由成虫本身导致。一些虫

卵随粪便或尿液排出，进入淡水水体，又会

开始新一轮的生活周期。绝大多数虫卵集中

在机体组织中，引起免疫反应，逐步导致器

官损伤。

人 们 在 反 复 接 触 淡 水 的 过 程 中， 如 取

水、洗衣、洗澡、钓鱼、种地、游泳和娱乐

活动，都有可能感染血吸虫病。无法提供安

全饮用水和卫生条件差的社区具有最高的感

染风险。需要认真规划以确保水资源开发计

划，尤其是灌溉计划，从而避免血吸虫病的

传入和扩散。

血吸虫病典型的传播地点：（a）排水水渠，（b）河岸，
（c）灌溉的稻田，（d）天然或人工湖堤［15］

©…J…Rozenda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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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加斯病（美洲锥虫病）

恰加斯病在多数患者中无症状或症状轻

微，但是也可出现包括发热、头痛、淋巴腺

肿大、面色苍白、肌肉痛、呼吸困难、腹疼

或胸部疼痛等症状。被锥蝽臭虫叮咬过的人

群 中， 少 于 50% 的 人 出 现 可 见 的 首 发 典 型

体征：皮损或一侧眼睑发紫肿胀。

该病可发展成为慢性病，导致心脏病、

消 化 或 神 经 系 统 疾 病。 随 后 几 年， 感 染 可

能 导 致 突 然 死 亡， 或 进 行 性 心 肌 损 害 导 致

心衰。

感染后及时使用苄硝唑（benznidazole）

或 硝 呋 莫 司（nifurtimox） 等 抗 寄 生 虫 药

物，可提供有效治疗。目前还没有针对恰加

斯病的有效疫苗。

在萨尔瓦多，松索纳特，一名眼睑肿胀（Romaña…sign）
的儿童在等待就医
©…M Valladares Unidad de vectores, SIBASI Sonsonate, 
Ministerio de Salud Pública y Asistencia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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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洲，克氏锥虫的媒介和自然宿主遍布美国、阿根廷和智利。150 多种锥椿臭虫和 100

多种哺乳动物，主要是野生动物，持续自然感染克氏锥虫，所以无法消灭恰加斯病。

恰加斯病传播到其他国家，主要是通过移民的输血和器官捐献。人群流动性的增加提高了

有媒介——锥椿臭虫分布但无病原检出的地区内建立媒介传播链的可能性，比如亚洲。

（张瑾、王静 译、校）

疾病负担

世界范围内估计有上千万人感染恰加斯

病， 主 要 在 拉 丁 美 洲， 属 地 方 病。 恰 加 斯

病以前只限美洲地区，随着旅游和移民的增

加，现已扩散到其他大洲。

传播

克氏锥虫（Trypanosoma cruzi）是该病

的病原体，主要通过感染的吸血锥椿臭虫的

粪便传给人。这些臭虫专门生活在农村地区

和郊区贫民窟建筑简陋房屋的墙缝里。 

这 些 臭 虫 夜 间 活 跃， 常 叮 咬 裸 露 的 皮

肤，如脸部，因此又称为“接吻臭虫”。锥

椿常在叮咬过程中排便，人们擦拭叮咬部位

时，带有寄生虫的粪便便接触到叮咬伤处、

其他皮肤破损处、眼或嘴的黏膜，造成寄生

虫的传播。

其他传播途径还包括通过污染的食物引

起疾病传播，尤其是在湿热的气候下可造成

频繁暴发。此外还可通过输血污染、怀孕或

分娩时母亲传给孩子（先天性传播），也可

通过器官移植或实验室事故造成感染，但这

些途径均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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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媒介控制潜能大幅减少虫媒传染病的时代已经来临。

对于尚无明确治疗方案和有效疫

苗的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利什曼病

以及美洲锥虫病来说，预防虫媒是非

常急需的。

目前，已有很多预防和控制虫媒

传染病的干预措施，措施是否更加有

效取决于以下因素：

• 媒 介 物 种 的 当 地 生 态 环 境 和 习

性，包括栖息地、飞行范围，觅

食偏好和季节性

• 当地的疾病流行特征

• 当地居民的生产活动特征，如：

灌溉农业和畜牧业

• 受影响群体的社会经济条件

• 文化背景

• 对人群可接受特定设施进行干预

的可行性

• 环境变化

©…UNHCR…/…S…Hoibak

第三章
预防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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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日利亚…，一个社区卫生保健工作者正在演示如何用杀虫剂对蚊帐重新进行处理
©…WHO…/…TDR

蚊帐也同样能够防范白蛉和锥蝽。在阿富

汗和沙特阿拉伯，试验显示，驱虫剂处理过的

蚊帐能够有效减少皮肤利什曼病。在孟加拉

国、尼泊尔和苏丹进行的观察性研究也建议使

用此类药物蚊帐来预防内脏利什曼病［16~22］。

目前使用的干预措施包括：

长效杀虫剂处理蚊帐

使用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是减少蚊媒传

染病尤其是疟疾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法之一。

世卫组织推荐：在有疟疾暴露风险的地

区，夜晚睡觉时都应使用具有长效避蚊虫效

果 的 蚊 帐。2004 年 ~2013 年， 国 际 捐 助 者

已经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捐助了 7 亿多顶

蚊帐，用于当地居民家庭的疟疾防控。

应 经 常 性 地 检 查 蚊 帐 是 否 存 在 破 损 情

况， 每 使 用 2~3 年 需 要 更 换 新 蚊 帐。 世 卫

组 织 公 布 了 一 个 推 荐 蚊 帐 的 列 表：http://

w w w. w h o . i n t / w h o p e s / l a n g _ l a s t i n g _

insecticidal_nets_29_Oct_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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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滞留喷洒

杀虫剂室内滞留喷洒是控制蚊虫最广泛

使用的方法之一。该方法也是减少白蛉、臭

虫等室内有害昆虫的有效手段。为了实现最

大 程 度 的 灭 虫 效 果， 靶 向 区 内 至 少 80% 的

住房需要进行喷洒。

室内喷洒的持效期一般为 3~6 个月。灭

虫持效期的长短取决于杀虫剂的种类和被喷

洒物体的表面。含有 DDT 的杀虫剂的灭虫

持效期为 6~12 个月，一些非洲国家目前仍

在使用。目前，正在尝试开发一些新型杀虫

剂，或者尝试将一些已知的长效杀虫剂用于

室内喷洒的项目中。

在选择杀虫剂时应考虑以下因素：对人

体和环境的安全性、有效性（包括持效期）、

性价比、可接受性、易操作性，以及安全有

效实施和垃圾处理的能力和资源。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一个用于防范疟疾

媒介的室内喷洒杀虫剂清单，详见：http://

www.who . in t/whopes/Insec t ides_IRS_

Malaria_25_Oct_2013.pdf。

室内滞留喷洒
©…B…Stewart,…RTI…International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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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

20 世纪 40 年代，DDT（双对氯苯基三氯

乙烷）最初是用来杀灭传播疟疾、斑疹伤寒

和登革热的媒介。DDT 过去曾经被广泛应用

于农业。直到 60 年代，出现了大量的环境和

安全问题，导致多数发达国家禁止将其再应

用于农业。而且由于 DDT 被大范围的使用，

蚊虫已经对其产生了耐药性，因此，在此期

间使用 DDT 的喷洒项目被大规模缩减了。

很多有疟疾流行的国家开始采用其他的

替代杀虫剂，主要是用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取代 DDT。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媒介控制

项目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也阻碍了控制媒

介计划的发展。例如：南非于 1997 年使用拟

除虫菊酯替代 DDT 后不久，疟疾的主要传

播媒介—按蚊，又重新出现。按蚊此前在

该国已经绝迹了几十年。重新出现的按蚊对

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产生了耐药性。由于按

蚊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几次大规模的疟疾暴发，

因此南非于 2000 年重新开始使用 DDT。非洲

其他一些国家当时也开始使用 DDT。

目前所使用的室内滞留喷洒的杀虫剂中，

DDT 的杀灭效果最持久，可持续 6~12 个月，

而含有拟除虫菊酯的杀虫剂只能维持 3~6 个

月。使用其他替代性杀虫剂每年需要全面喷

洒至少两次，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喷洒的

难度和成本。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特哥尔摩公

约》严格限定了 DDT 及其制品的生产和使

用。《公约》的目标是保护人类的健康，防止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环境造成污染。

任何关于 DTT 的重要科研成果出现后，

WHO 都会再次评价 DTT 使用的安全性。在

2010 年的一次专家讨论会中得出结论，认为

虽然众多研究中发现 DTT 的暴露剂量低于需

要引起关注的剂量，但为了保护居民和工作

人员的健康，必须遵循严格的评估程序。

关于 DDT 安全使用的更多信息，详见：

http://www.who.int/malaria/publications/atoz/who_htm_gmp_2011/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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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喷洒

2006 年毛里求斯暴发基孔肯雅热期间，工作人员正在对公共建筑物实施室外喷洒
©…WHO

对家畜圈舍、室外公厕和其他潮湿地方的

表面喷洒杀虫剂可以有效控制白蛉。

黑蝇可以传播盘尾丝虫病，它的幼虫生活

在水流湍急的河流中，对这些区域实施杀虫剂

空气喷洒能够有效控制黑蝇。

在黄热病和登革热病的疫区，空气喷洒杀

虫剂也是防控蚊子的有效手段。在疾病流行的

早期，实施应急空气喷洒可以有效地降低病毒

传播强度，为使用长效措施赢得时间。

由于动物宿主种类多、分布广，因此对蜱

的控制较难。如果有必要，在管理条件好的牲

畜生产加工设施内使用杀螨剂（acaricide）也

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可能携带克里米亚 - 刚

果热病毒的动物，应在屠宰前 2 周用杀虫剂

（pesticide）做杀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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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物防控血吸虫病 : 用圆筒盛装的灭螺剂
（molluscicide）被缓慢释放进入流动的河水中［15］

©…J…Rozendaal

蚊香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便宜的驱避剂之一［15］

©…J…Rozendaal

水中添加药物

在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疾病风险地区，向

饮用水储存容器中投放化学药物可以有效降低

蚊虫幼虫的孳生密度。

但是，在饮用水中投放化学药物还应严格

限定剂量，使其低于对人体的致毒剂量。世

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些关于在饮用水容器中

投放控制病媒的杀虫剂的操作指南。网址见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

gdwqrevision/whopes/en/。

一些国家通过在灌溉水渠或者小溪中投

放化学杀虫剂，已经成功地控制了螺类种群

的数量。

其他杀虫剂

蚊香、电热驱蚊片、喷雾剂、浸泡窗帘、

门帘等形式的昆虫驱避剂都可以有效杀灭室内

及房屋周边的蚊虫和白蛉。

一般蚊香中的有效成分都是人工合成的拟

除虫菊酯类。一卷蚊香在普通大小的卧室内可

持续一夜。但是如果卧室通风特别好，杀虫剂

浓度则会被稀释，并且使蚊香燃烧速度加快。

遇到这种情况，就应当将蚊香放入特制的蚊香

盒中使用。

电热驱蚊器是将驱蚊片插放在一个小的电

热装置的电极片上。当驱蚊片被加热后，释放

出的杀虫剂就挥发到空中，起到驱赶蚊虫的作

用。

喷雾杀虫剂起到立即熏昏或杀死蚊虫的效

果，但是无法保持房间内整晚不被蚊虫侵袭。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将喷雾杀虫剂与蚊香或蚊帐

联合使用。

使用驱避剂也可以防止狗身上携带利什曼

原虫。使用含有拟除虫菊酯成分的香波、喷雾

剂、阻焊胶、乳液或者项圈均可以有效防止利

什曼原虫的传播。例如，在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一个社区试验证实，通过给狗佩戴经拟除

虫菊酯浸泡过的项圈能够有效地降低儿童内脏

利什曼病的发病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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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

减少孳生地

蚊虫治理

储水容器的入口应当设计成防止蚊虫进入

产卵的式样。容器应配备有密闭的盖子。或者

当下雨时，在容器顶部盖上一个带网眼的密封

盖子，这个盖子既可以防止蚊虫进入，又方便

收集雨水。

家用储水容器应当定期排空清理。

淡水螺类治理

规范贮水池的下水道结构，用混凝土材料

做沟渠管道和下水道的内面，定期清除贮水池

中的植被，可有效控制淡水螺的繁殖。种植树

木还可以起到排干泥泞湿地等螺类孳生地水分

的作用。在中国，人们把从沟渠管道或下水道

清淤出的钉螺进行深埋处理。

在泰国曼谷开展的提高社区居民防蚊意识的项目研究，让人们了解了蚊虫是如何在开放的储水容器中孳生的，并倡导居民
尽量减少家中不必要的储水容器的数量
©…WHO…/…T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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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帝汶，人们通过使用鱼类吞食蚊子幼虫的生物学控制
办法来控制疟疾的传播
©…WHO…/…MA…Heine

生物控制

生物控制是指通过引入寄生生物、食肉动

物或者其他活体生物来控制蚊虫和其他媒介生

物的方法。灭蚊鱼类和桡足类生物（小龙虾）

可以有效地控制伊蚊的幼虫。在很多国家，人

们把观赏鱼放入水箱中，用于吞食媒介昆虫的

幼虫。

为了保持控制措施的持续有效，必须对

这些生物进行定期监测并及时补给。由于外

来物种可能会逸出到自然水体而威胁到本地

的生态平衡，因此该生物控制措施只允许使

用本地物种。

越南的一项在大型水箱中引入桡足类生物

的控制虫媒项目，结合从源头缩减虫媒数量的

措施，成功地消除了多个社区的埃及伊蚊，从

而多年阻止了登革热的传播。

绿萍是一种生长于水面的浮游生物，它可

以抑制媒介昆虫的幼体浮出水面进行呼吸。坦

桑尼亚利用绿萍已经成功控制了稻田里携带疟

原虫的按蚊孳生。

遗传控制

基因学控制的战略目标旨在控制目标生

物群体数量和降低其生物有害性。相关的基

因学方法目前尚在研发中，并且初期实验已

经获得了预期进展。例如，通过对蚊虫进行

基因改造或者引入沃尔巴克细菌，使其最终

丧失繁殖能力。其他的一些研究成功地将蚊

虫进行基因学改造，使其不再具备传播登革

热病原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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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处理

空罐头盒、塑料瓶、废弃的鼓、椰子壳、

旧轮胎都可能成为蚊虫孳生的场所。

应将废弃轮胎收集起来再利用，或者集中

送往废物回收处置地进行处理（如：焚化炉、

发电厂，或者在有减排处理装置的石灰窑内进

行焚烧）。同时，为了避免人们对旧轮胎的随

意丢弃，在购买新轮胎的同时强制其返还旧轮

胎，该方法将有助于废旧轮胎的有效管理。

在巴西的福塔莱萨港，路边的积水和垃圾造成了伊蚊的孳
生并引发了登革热的传播
©…WHO…/…TDR

生活垃圾通常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和

水分，非常适于白蛉孳生。因此，应当

正确处置生活垃圾，使其远离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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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伦比亚，人们正在社区赶制和安装纱窗，以防止伊蚊进入室内并造成登革热的传播。
©…WHO…/…TDR

房屋改造

•住宅的建造位置应当远离白蛉的孳生地。

•应在门窗上安装纱帘防止昆虫进入。

•有条件时，应当使用石灰墙和水泥地面。

封闭所有可能进出媒介昆虫的裂隙或孔洞，特

别要防止白蛉和锥蝽的进入。

•安装空调或者风扇也是驱赶蚊虫的有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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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护

个人防护是个体防范虫媒传染病的第一道

防线。

•人们通常将昆虫驱避剂涂抹于暴露的皮

肤和衣服上，用来防范蚊子、白蛉和蜱的叮

咬。驱避剂中最常用的有效成分是一种被称作

避 蚊 胺（DEET，N，N-Diethyl-m-toluamide）

的合成物，或者含有两种近期才被获准使用

的 IR3535 和 KBR3023 的 混 合 物。 驱 避 剂 可

涂抹于颈部、腕部及踝部，但是应避开眼、

鼻、嘴。驱避剂涂抹于皮肤的持效期为 15 分

钟 ~10 小时，其有效作用时间与气候、产品配

方、针对的媒介物种有关。如果直接用于衣物

上，其有效时间会更长些。

•长袖、浅色的衣裤有助于防范蚊虫、

白蛉及蜱的叮咬。可以使用含有拟除虫菊酯

的驱避剂处理衣物。目前，可以购买到拟除

虫菊酯处理过的户外衣物，这些衣物在 70

次的洗涤后仍然可以保持对蚊虫的有效驱避

作用［24］。

•在蜱的生长区，人们在乡下及森林中行

走时，应将裤腿塞入袜子或靴子中。在进入室

内前，应仔细检查衣裤、包袋及其他随身物品

是否粘有蜱。如果有条件，可以在进入房间两

小时内洗澡并全身彻查蜱［24］。一旦发现有蜱

黏附，应使用镊子将其除去。

•应尽量避开媒介昆虫的活跃时段和地点。

例如：在媒介叮咬高峰期尽量待在室内（如：

从黄昏到黎明是携带疟原虫的按蚊的活跃高峰

时段）。在发现有蜱存在的地区，应尽量避免

走进草木深厚的林区。

•在 血 吸 虫 疫 区， 人 们 应 避 免 接 触 淡 水

（湖泊、水流缓慢的溪流），如果无法避免接

触（如：工人到血吸虫孳生的田间进行灌溉作

业），建议穿着防护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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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当地社区卫生保健工作者向一名疟疾患儿提供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治疗。
©…WHO…/…TDR

药物治疗

建议旅行者尽可能在旅行前 4~6 周咨询旅

行医学专家，探讨在旅行期间如何保护自己免

受虫媒传染病的侵害。

由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国际旅行与健

康》里介绍了关于旅行者在旅行前、中、后

期进行自我保健的详细信息。［11］http://www.

who.int/ith/en/。

预防与预防性治疗

旅行者在前往疟疾流行地区时，可以开具

一些预防性的抗疟药物。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

疟疾中等及高发流行地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孕妇及婴儿使用抗疟药物进行间歇性的预防治

疗，5 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季节性服用抗疟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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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治疗

淋巴丝虫病

对存在感染该病风险的人群进行药物的群

体预防性治疗是防止淋巴丝虫病传播的最有效

方法。具体方法是每年一次的阿苯达唑与乙胺

嗪的联合用药或者是阿苯达唑与伊维菌素的联

合用药，至少连续用药 5 年以上。

血吸虫病

儿童时期多次使用吡喹酮进行预防性治疗

可以有效预防成人血吸虫病的发生。在过去的

30 年里，多个国家已经成功地将该药物用于血

吸虫的防控。2012 年，超过 4200 万人接受了

血吸虫病的治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非

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盘尾丝虫病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生活在盘尾丝虫病疫区

的人们，使用伊维菌素进行大范围治疗。治疗

方法是每年至少一次并连续用药 10~15 年。

非洲的一些国家还同时存在盘尾丝虫病和

罗阿丝虫病的流行。罗阿丝虫为另外一种可致

病的丝虫。使用伊维菌素后可能出现急性副反

应。当发生了急性副反应时，可以依照世界卫

生组织推荐的方法进行处理。

疫苗

目前，市场上尚无预防登革热和疟疾的疫

苗。相关疫苗目前尚在开发研制中，具有较好

的预期前景。

日本脑炎

日本脑炎疫苗适用于准备在疾病流行季节

的疫区停留一个月时间的旅行者。推荐的目标

人群还包括：长期的旅行者、多次往返者，以

及那些驻扎在城市，但有可能在病毒传播的高

风险期被派往乡村或农业地区的外派人员。

蜱传脑炎

蜱传脑炎疫苗推荐给疫区居民，以及准

备前往疫区的远郊或林区进行露营或徒步旅

行的人群接种。

黄热病

黄热病疫苗是预防黄热病的最重要手段，

该疫苗具有安全、适用、高效的特点，一次接

种后可以获得终生免疫。

黄热病是国际卫生条例中唯一一个在入境

时强制性要求出示疫苗接种证明的疾病。

在喀麦隆，社区派药员正带着伊维菌素等药物前往远方的村落，
抗击盘尾丝虫病疫情。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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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和体液安全

美洲锥虫病和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是两

种可以通过接触患者（或动物）的血液、分泌

物、器官或其他体液传播的媒介传播性疾病。

在美洲锥虫病流行的国家应该：

•对献血者进行筛查。

•对器官、组织、细胞的捐献者和受助者

进行检测。

•在对患病孕妇进行检查的同时，也对新

生儿及兄弟姐妹进行筛查，有助于早期检测出

潜在感染。可以在新生儿出生时，对脐带或血

液直接进行病原学检测，也可以在婴儿八个月

的时候进行克氏锥虫的抗体检测。

•为了预防实验室事故的发生，应严格执

行并遵守生物安全协议（如：实验室衣服、手

套、 面罩、帽子和眼镜的生物安全规定）。

在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疾病发生的国

家，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从事屠宰和加工的人，在作业时应穿戴

防护服。动物在屠宰前 2 周应进行杀虫处理。

•预防保健工作者在护理疑似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患者时，应当遵照世界卫生组织的

防治感染控制规则进行操作。医用器械消毒灭

菌方法不正确、注射器的重复使用和使用被污

染的医疗用品均会导致医源性感染的发生。

食品安全

•在美洲锥虫病发生的国家，应对食物加

工处理、运输、储存和销售食用环节做到严格

的灭菌消毒，防止食物因被锥蝽的粪便污染而

导致疾病传播。

•食用未经高温消毒的染疫牛、羊等的乳

制品均可以造成蜱传脑炎的传播。

（张明 译 姜卓、李云峰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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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虫剂耐药性的出现

在乡村民居周围喷洒滞留杀虫剂
©…2009 年，玻利维亚国家美洲锥虫病项目

杀虫剂抗药性是现有媒介防控方法的重大

威胁。这主要源于对除虫菊酯类这一单一类别

杀虫剂的严重依赖。在目前广泛用于公共卫生

控制的四种杀虫剂中，除虫菊酯类不仅是高效

的，还是最便宜的。然而，在有些地区出现了

四类杀虫剂都存在抗药性的现象（双硫磷、烯

虫酯、吡丙醚和双苯氟脲）。

长效杀虫剂处理蚊帐和室内滞留喷洒依然是

控制疟疾的高效方法。然而，亟需采取措施以遏

制抗药性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卫生组织的疟疾媒

介杀虫剂抗药性管理全球计划（Global Plan for 

Insecticide Resistance Management in Malaria 

Vectors）给所有的疟疾防控工作伙伴，包括政

府（连同其他部门比如农业和财政部门）、公

益组织、联合国机构和研究机构以及行业合作

伙伴提出了协调性的战略措施 [25]。

登革热和利什曼病的媒介同样出现了杀虫

剂抗药性，也凸显了这些疾病流行国家对于上

述问题实施有效综合治理的需求。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疾病流行国家评估本地

的杀虫剂抗药性状态，并落实全面的杀虫剂抗

药性管理策略。与此同时，鼓励疾病流行国家

制定监测计划并建立处理和分析抗药性数据

的能力。通过严格的治理，疾病流行国家能

够延缓抗药性的进展，维护现存杀虫剂的有

效性，甚至是逆转一些已经产生抗药性的杀

虫剂效果。

第四章
虫媒传染病防治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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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媒介防制专业知识

昆虫学家的专业知识对指导媒介控制至关

重要，然而全球正面临着昆虫学家的严重短

缺。极少数的非洲国家有大学层面的昆虫学专

业，一些国家仅有很少的昆虫学专家。

东帝汶的蚊虫监测
©…世界卫生组织 /…M…Heine

考虑到防治虫媒传染病所需的投资规模和

媒介控制的重要作用，虫媒传染病在地方基础

建设、提升效率所需要的技能、监测影响和维

持媒介控制干预的覆盖范围等方面所做的工作

出乎意料的少。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各国加强人员的昆虫

学技能培训和相应配套基础设施（昆虫实验

室）建设方面的投入。并在国家控制计划、

大学和培训机构之间开展更大力度的合作，

为潜在的昆虫学者提供更好的培训机会以及

更好的就业和职业前景。

监测

对媒介及相关疾病进行监测是衡量干预措

施有效性的关键。但是在许多高负担地区，就

几乎没有任何媒介及相关疾病的数据。

涵盖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日常虫媒传染病监

测数据，应该是国家卫生信息系统的一部分。

关于环境风险指数（如蚊虫孳生地）和采取的

控制措施实施的其他数据，对于监测媒介控制

干预措施是否成功和需求非常重要。

加强监测系统可以有助于同时控制多种虫

媒传染病。比如，在亚马逊流域等疟疾流行地

区，正在运行美洲锥虫病监测系统。培训疟疾

镜检员辨识血液寄生虫，如疟疾血涂片中的克

氏锥虫 (T.cruzi)，可同时检出急性美洲锥虫病

病例。这使得食源性疾病暴发和疾病传播区域

的检测和控制变得容易。

世界卫生组织还建议有黄热病风险的国家

至少有一个开展基本黄热病血液检测的国家级

实验室。任何实验室确诊的黄热病病例必须接

受全面的调查，尤其是在大多数人群已经接种

了黄热病疫苗的地区。同时调查团队必须有评

估和应对疾病暴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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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设施与获取安全的饮用水

较差的卫生条件和洁净饮用水的缺乏有利

于许多媒介的孳生。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以家用自来水代替井

水、公共蓄水、屋顶蓄水和其他蓄水。但是，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确保水源供应足够稳定和

充足，以防居民被迫使用容器蓄水而形成了诸

如水缸、屋顶或地下的蓄水池和混凝土罐等蚊

类幼虫孳生的场所。

即使当水源供应充足稳定的时候，一些

传统的蓄水方式依然会被继续使用。因此，

安装可靠水管供水的同时应劝阻其使用传统

蓄水方式。

杀虫剂的安全性

杀虫剂的毒性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

题，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婴儿和儿童，其中部分

原因是由于他们较小的身材、特殊的新陈代谢

和迅速发育的身体器官。

因此，很多社区不愿意向家庭用水特别是

饮用水中添加化学物质。使用时，至关重要的

一点是要确保杀虫剂的用量在安全水平。

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IPCS）对烯虫

酯、吡丙醚和双硫磷的毒性和苏云金芽孢杆菌

血清变种（Bti）的活性成分进行了评估，以

确定其作为蚊类杀虫剂被用于饮用水中的安全

性。然而，不同剂型中活性成分的安全性随不

同产品而变化，以及 Bti 中可能的微生物污染

物，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世界卫生组织的《饮用水水质指南》［２６］提

供了在饮用水中使用杀虫剂的权威指导。一项

2010 年的调查发现，在 107 个重大虫媒传染病

流行或有流行风险的国家中，90% 的国家遵循

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获得杀虫剂产品时的质量

控制规范。

世界卫生组织杀虫剂评估计划（WHOPES）

实施于 1960 年，用于促进和协调杀虫剂对公

共健康影响的检测和评估。同世界卫生组织的

其他计划一样，其功能通过政府代表、杀虫剂

生产商、设备商、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和研

究机构的共同参与来实现。其主要目的是（a）

推进寻找安全高效的替代杀虫剂和使用方法；

和（b）出台和宣传在公共健康领域有选择性

地和审慎地使用杀虫剂的政策、策略和指导意

见，并监督成员国的实施情况。该计划和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合作也十分紧密。

在 2014 年 1 月， 第 134 次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国际农药管理法典，这一同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共同发布的文件具有标

志性意义，将成为所有从事或相关于杀虫剂管

理工作实际操作的推荐性标准。该行为规范用

于指导政府机构、国际组织、杀虫剂产业、食

品产业、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对杀虫剂从生产到销毁的整个周期进行最

优管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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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

包括儿童、孕妇、老人、游牧民族、贫困

人口、难民和战后地区居民等在内的世界上虫

媒传染病最易感人群，受到虫媒传染病的危害

已经很大，而气候变化可能加剧了这些危害。

在一篇已经发表的关于气候变化和传染病的综

述中提到，研究和政策的变化应该优先关注上

述易感人群 [28]。

气候的改变，例如降雨方式或温湿度的改

变都会影响蚊类和其他媒介的数量和存活率。

环境温度决定了昆虫的繁殖率、叮咬习性和存

活率。不仅如此，在温暖的情况下媒介体内的

病原体的孵化期会更短。随着温度的上升，蚊

类的分布会更加广泛。因此，气候信息对于像

疟疾这类疾病的传播媒介的监测和趋势预测显

得更加重要 [29~33]。

但是，这些研究远远不够，缺乏科学论证

是循证卫生政策变化的严重障碍 [34]。

 

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研究和培训项目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Tropical Diseases）

已经开发出气候和环境变化对媒介和虫媒传

染病影响的研究计划，以便更好地预防虫媒

传染病［35］。这个计划把媒介控制和环境研

究与基于社区的干预措施相结合，以提高对

不同的社会团体中（包括城市、农村和游

牧人群）虫媒传染病和其他传染病的社会

干预性。

（邱文毅、郭峰琦 译 王静、田玲玲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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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长期有效地控制并消灭虫媒传染病，需

要有一个强有力且资金充足的国家控制计划，

需要全面的国家和区域性策略，需要全球公共

卫生领域的各利益团体间的紧密合作，共同支

持。而可行性计划则要有明确的标准操作程序

的技术指导以及运行良好有效的后勤保障、监

控和评估机制。

第五章
公共卫生利益相关者如何应对虫媒
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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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 媒介综合防制

WHO 促进媒介综合防制的最佳办法就

是加强媒介生物控制并将其纳入国家卫生系

统［36］。

媒介综合防制的主要要素包括：

•基于研究的有证据支持的循证决策

•用 于 监 测 和 评 估 的 鲁 棒 方 法 (robust 

methods)

•卫生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及个体间的紧

密合作

•通过多疾病控制方法，合理利用人力与

财政资源

•联合或协同运用一系列干预措施

•授权最基层行政管理部门计划和决策权

•倡导和动员有关机构、组织和社会团体

共同促进媒介控制

•一部公共卫生条例和法律框架

•与当地社区签约，授权并确保计划的可

持续性

•通过环境评估，加强国家和地区的能力

建设

例如，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亚洲和美洲，

疟疾和淋巴丝虫病的地理分布重叠，而按蚊

又同时传播这两种疾病，考虑到这一情况，

WHO 建议在以下地区运用媒介综合防制办

法：

•疟疾和淋巴丝虫病共同流行的地区

•传播两种疾病的媒介受制于同一种媒介

控制措施的地区［37］

WHO 还建议，在一些城市地区，对传播

登革热的伊蚊和在城市传播淋巴丝虫病的重

要媒介致倦库蚊实施综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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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鼓励：

政府

•要求各级部门（全国、区域和地方）采

纳并执行有效的媒介控制政策。

•将媒介控制理念运用到广泛的疾病控制

战略中。

•通过媒介综合防制，合理使用资源和设

施。

•对媒介控制的工具和方法，加强行政和

立法管理。

卫生部

•加强虫媒传染病的监测和检测。

•采取多疾病控制方法，即将虫媒传染病

的防控措施与其他疾病的干预措施结合起来。

•制定并实施全面的杀虫剂抗药性管理策

略，确保及时监测抗药情况。

•与其他政府部门合作。

环保部

•考虑所有开发项目对媒介的影响，包括

灌溉、修筑水电大坝、道路建设、森林砍伐、

房屋建设和工业开发。

•改善安全饮用水问题，配备充足的卫生

设施，从而减少水源传播的血吸虫病。

教育部

•支持那些提高认知和改善行为的活动。

•开展学校课程，积极鼓励教师专注于环

境卫生及其管理，从而预防和控制虫媒传染

病。而在家里和邻里间，学生则可以担当同伴

教育者和卫生 “大使”的角色。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的一幅教育宣传海报，介绍关于如何防
止锥蝽在家里栖息进而传播克氏锥虫（T.…cruzi）, 后者可致
美洲锥虫病
©…WHO/TDR

财政、规划与海外发展部

•将媒介控制作为一个国家发展问题来

认识。

•将媒介控制费用纳入疾病控制预算。

地方政府

•在推行国家媒介控制政策方面，起着关

键性的作用。

•与社区建立密切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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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居委会和其他社区团体

•与政府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共同解

决健康方面的社会和环境因素问题。

•从事提高认知宣传活动。

•呼吁改善环境卫生和保护水源。

•组织媒介生物控制活动，如清理杂草和

垃圾。

•通过短期培训，提高社区人员、社区卫

生工作者和农业推广人员的媒介生物学、生态

学和控制方法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私营机构与捐助者

•捐助者和私营部门应加强合作和协调，

卓有成效地不断支持控制计划的实施。

•鼓励研发工作，包括杀虫剂、新一代媒

介控制工具、新药和诊断工具。

•积极运用鲁棒系统，对监测、评估、报

告和流程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快速确认并纠

正。

•对许多疾病，如美洲锥虫病，血吸虫病

和利什曼病，WHO 已经根据控制计划使用私

营部门捐赠或资助的药物进行控制。

家庭和住户

个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为媒介控制作出重

要贡献：

•了解当地或旅行中，有哪些媒介，传播

哪些疾病。

•旅行时，使用家里有效的媒介控制工具，

如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保护自己免受蚊虫叮

咬。

•协助地方政府开展一些干预措施，如室

内滞留喷洒项目。

•参加社区健康教育活动，减少虫媒传染

病的患病风险。

•参加环境管理宣传活动，如减少房屋周

围的积水，防止蚊虫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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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媒传染病是造成热带及周边地区人类高

死亡率和高发病率的主要疾病之一。目前，虽

然在一些疾病，诸如疟疾、淋巴丝虫病和美洲

锥虫病的防治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其他

疾病如登革热仍在持续传播，并且其发病数正

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蚊虫的悄然崛起和对杀虫剂抗药的出现正

威胁着媒介控制取得的成果。这就要求包括卫

生、农业和环境部门的共同规划和跨部门的合

作来共同应对，在虫媒传染病流行的重叠区

域，在人力资源保障充足的前提下，对杀虫剂

抗药性的综合防制至关重要。

最近，环境变化也加速了一些疾病在农村

地区的传播。这对卫生系统影响巨大，使许多

发展中国家已耗尽有限的资源。在过去的五年

中，虫媒传染病在一些国家的同时暴发和在一

些新的地区出现——日益凸显了这些疾病对全

球公共卫生的威胁。

媒介控制计划要适应并有针对性地应对新

出现的健康威胁及由此带来的流行病学模式的

转变。这将需要加大研发力度，寻找一种应对

未来生态与环境变化的长久之计。

 

（史蕾 译 刘春芳 校）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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