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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对健康影响的国际规划 

总干事的报告 

继第四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在WHA44. 36号决议中通过了关子切尔诺贝利事故对健康 

影响的国际规划后于1卯1年中开始了该规划，迄今已历时三年半。执行委员会在19 

93年1月及1明5年1月对该规划作了审议。然后本报告有所修改，它包括了规划实施的进 

展，汇总了迄今所获得的对健康影响的科学情报，还提供了有关计划活动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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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言 

1.继1991年5月第四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后于1991年中开展的关于切尔诺]Д利 

事敌对健康影响的国际规划迄今巳历时三年半。1卯3年1月及1995年1月，执行委员 

会审议了规划在实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自那时起，进一步发展和实施下述五个试 

点项目构成了该规划的行动：血液学，甲状腺，宫内脑损伤，流行病学登记，及白 

俄罗斯的口腔卫生。这些计划历时大约三年的试点项目基本上于1994年年底完成。 

2.国际规划拟作为一项具灵活性的长期工作，它持续的时间取决于各种需求和资 

源的情况。其目标如下：对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卫生当局提供援助， 

以有助于减轻事敌对健康影响的工作，通过对过度辐射的治疗和各种实际干顸总结 

经验，从而改进今后医疗方面的准备工作•，以及获取辐射流行病学和灾害医学领域 

的资料。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多年的工作和调查研究。 

3.本文件汇报了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国际规划试点项目实施的进展并汇总了迄今 

获得的对健康影响的科学情报。文件还提供了规划管理委员会对今后活动提出的建 

议。 

II .规划的实施 

4.迄今为止，切尔诺Д利事敌对健康影响的国际规划的技术部分包含在上一段所 

述的五个试点项目的实施中。这些项目起始子1卯1和1992年间，目的是支持国家在 

处理这些重点卫生问题方面的努力。这些项目通过制定共同的协议对统一和改进实 

施方法提供支持，通过提供医疗设备，培训和专家咨询对协议的实施给与帮助。这 

些项目被视为试点项目是因为它们只处理重点问题且有一定的时限。它们的目的是 

帮助发展和加强各种方法，手殺和专门技术，从而有助于做长期准备。此外，关于 

切尔诺贝利事敌对健康影响的国际规划的作用之一是促进情报交换，推动其它国家 

和机构的参与，调动预算外资源，以及促进与切尔诺贝利事敌对健康影响有关的一 

切行动的合作与协调。 

5.试点项目在各国的实施一直由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专家组与机构 

子以执行。这项工作包括检出和诊断选定的人群，提供治疗与康复，以及记录结果 

和有关的情报。在项目的初期，制定、通过和实施了协议。试点项目涉及的区域拥 

有27万居民。对这些居民所幵展的积极随访活动包括对甲状腺疾病（仅为儿童）和 

血液病（重点为白血病和其它血液胚细胞病）的诊断性检查，每年进行的健康检查, 



分析当前的卫生形势及对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回顾性研究，以便与事故前的情况和在 

非污染区获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并对特定人群組进行脑损伤和口腔疾病方面的检查。 

6.关子切尔诺贝利事敌对健康影响的国际规划在过去三年中的一项主要作用是通 

过提供医疗设备和对职员进行诊断与治疗方面的培训来加强各机构的能力。在试验 

期间，用在购买医疗设备和器材方面的资金接近1500万美元。所提供的医疗设备的 

种类见表1。设备大体上在三个国家中早均分配并存入政府各级的研究所中。对来 

自三个国家的大约200名专家提供了现场和出国培训。部分培训利用了新获得的手 

殺，部分应用了新方法和新技术。 

7.国际规划的支持性活动包括编写一本有助于减轻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的心理紧 

张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以俄文发行了 10万册并散发给污染区的居民。此外，还编 

写并出版了一本概述规划目标和内容的英文小册子，以供政府，机构和专家们参考 

并争取他们对规划给与合作。 

表1.通过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国际规划向三个受害国提供的主要设备 

甲状腺项目 血液学项目 剂量测定和通讯支持活动 

超声诊断扫描设备 血液分析仪 个体热光剂量测定系统 

确定荷尔蒙全套 细胞荧光计 

设备的实验室 

自动检测Y射线 全套设备的荧光测定 便携式丫射线细胞扫描和 

辐射装置 实验室 影象分光仪 

稳定碘检测分光仪 血流细胞计数器 

三雄影象设备 血液计数器 

液体闪烁计数器 牙珐琅质测定分光仪 

X光机 生物医学实验室 

宫内脑损伤项目 流行病学登记项目 

脑动态影象系统 为三级卫生保健设计 国际会议和电视录象线路设 

的计算机 备 

现场工作组使用的计算机 



8. 1992年，总干事与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卫生部商议建立了规划管理 

委员会。委员会由以上三个国家，向规划捐助资源的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组 

成，委员会已石幵了两次会议，第一次子1992年11月在基辅，第二次子1994年3月 

在日内瓦召开。管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评审规划实施的进展及批准今后的工作计 

划。它还考虑资源的协调、筹集和使用诸事宜。管理委员会在上一次会议上批准了 

1994年试点项目将开展的活动，认可了关于撰写一份有关试验期所涉主题综合报告 

的计划，并建议应开展四项新活动，将其作为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对健康影响的国 

际规划的组成部分（见IV节）。 

9.关子切尔诺贝利事敌对健康影响的国际规划内的活动与三个受害国内的其它组 

织以及其它国际和双边组织所幵展的协调工作受到高度重视》为促进情报的交换， 

推动合作和建立协调机制，组织了 一系列由其它组织广泛参与的会议（1卯2年于基 

辅；1993年于日内瓦；1993年子罗马）。编制了一份活动目录并建立了一个由三个 

国家卫生部代表组成的协调小组。在做出这些努力改进协调工作的同时，还开展着 

很多与健康目标有关而未顾及到其它方面工作的活动。 

10.如WHA44.36号决议所规定，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敌对健康影响的国际规划的实施 

仅使用预算外资源。在芬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协助下，由日本提供的 

为数2000万美元的创始资金使试点项目的实施成为可能。约占这笔款额的资金 

巳子1994年底耗尽，余额已分配用于特定用途，尚需得到新资源的支持。瑞士政府 

为进一步调查研究白俄罗斯的甲状腺疾病提供了新的资源。 

11. 1993和1994年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参加了目的在于筹集更多资源和支持该规划 

的各种会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93年6月）和联合国大会（1卯3年11月）的议 

程中均列入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影响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参与了上述会议，并就国 

际规划正在取得的进展和需在试验期后继续延长规划的必要性间题做了发言。两个 

会议都通过了决议，号召会员国和资助组织对有关减轻事敌影响的规划提供财政和 

技术支持。由处理切尔诺贝利事敌的三个卫生部长和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故的副 

秘书长组成了一个四方委员会，以解决协调问题及帮助筹集资金。委员会在1卯3和 

1卯4年间召幵了三次会议，其中的一次会议为吸收捐助团体参加的扩大会议。 

Ш .迄今的成果 

12.过去几年中观察到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有所上升，特别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 



罗斯联邦》1986年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很低，从1979至19 

85年，在白俄罗斯的300万儿童中仅有三例报导。而1986至1993年期间在儿童中确 

诊的为251例，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是戈麦尔州，该州为受辐射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大约半数的病例发生在0—3岁的儿童中。乌克兰自事故发生后所记录到的发生在0 

一 18岁年龄组（总人数为1200万）的甲状腺癌为276例，而事故发生前5年中的发病 

为59例。在俄罗斯布朗斯克污染区，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逐渐上升，到1994年 

底已报告了43例，而在事敌发生前的10年中仅有1例。应提及的是，白俄罗斯和乌 

克兰的的结果是全国范围的，而俄罗斯仅限子污染地区。尚未明确巳检出的甲状腺 

癌与辐射之间的关系。对所有诊断出的病例都主要釆用外科手殺进行了治疗，但由 

于儿童中癌症的发展很快，治疗的成功率不令人满意。最大的危险是向肺的转移。 

除甲状腺癌以外，调查还探查其它甲状腺疾患，例如，自体免疫甲状腺炎，结节和 

甲状腺机能减退。 

13.关于血液学试点项目，调查结果表明三个国家中的血液胚细胞病的发病率都没 

有上升。三个国家的发痼率相似，为每10万人中为14至17例。发现受污染区和未受 

污染区人口中血液胚细胞病的发病类型都有些变化，而这与辐射无关。这三个国家 

血液胚细胞病的治疗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是由子缺乏特种药品，包括抗菌 

素，抗病毒药，细胞抑制剂，以及促进学液形成的物质。 

14.宫内脑损伤项目对大约4500名儿童进行了心理和精神神经病异常方面的筛查， 

这些儿童居住在受污染和未受污染区，他们在事敌发生后的一年之内出生或其母亲 

撤离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30公里的地带。迄今为止，该项目尚未提供科学上可 

靠的有关智力迟钝与宫内遭辐射之间关系的结论。 

15.流行病学登记项目的登记包括根据国际规划协议所组织的有关三个国家受污染 

区大约5万届民的综合资料。这些资料连同国家登记的现有记录均用于受污染区辐 

射危害和发病及死亡的流行病学调查。目前，白俄罗斯国家登记处具有15万居民和 

事敌善后处理工作人员的记录资料。俄罗斯有32万多居民和事敌善后处理工作人员 

的记录，乌克兰在这方面所涉的人口超过37万。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精神疾患，神 

经系统和感觉器官疾病以及消化系统的疾病有所上升。已经有报告显示，事敌善后 

处理工作人员中的癌症，内分诚系统疾病，血液和造血器官疾病以及精神疾患的发 

病率持续上升。然而，目前尚未从科学上证实这些发病率的上升与接受辐射有关。 



16.由于白俄罗斯受污染地区对口腔卫生恶化的广泛抱怨而设立了 口腔卫生项目。 

尽管这未必与辐射有关，对受污染的大约6000名居民进行了 口腔疾病方面的检查并 

提供了医疗保健。项目幵展过程中收集的牙珐琅质的标本已用于重新确定个体辐射 

剂量。 

IV.今后的活动 

17.尚难确定今后是否有必要继续开展国际规划。必需对规划做适当调整，以便反 

映国家的需求并现实地考虑调动内部和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必须明确认识到，绝大 

部分的活动将继续由国家预算给与支持并由三个受害国政府子以开展，而且，国际 

上通过国际规划所做的努力及其它项目只能在最急需的情况下提供支持。面临的问 

题是确定最需要外部支持及收益可能最大的工作领域。 

18.关于切尔诺Д利事敌对健康影响的国际规划管理委员会在1994年3月的会议上 

讨论了规划今后的活动。一项即刻的任务是完成和出版一份有关实施试点项目的综 

合报告，其中将列入迄今所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报告将提供目前巳知的切尔诺贝利 

事敌对健康影响的评价，并说明在提供医疗保健方面的进展。这份报告将提供今后 

研究的基础并促进今后资源的筹集。报告的完成将为订子1995年11月召开的国际会 

议作好准备，并有助子确保该报告的广泛散发和对报告及其研究结论的评议（见下 

述第21段）。 

19.有关三个国家今后的工作，管理委员会同意这些国家代表的建议，即关于切尔 

诺贝利事故对健康影响的国际规划应支持三项与事敌善后处理工作人员，重定剂量 

和甲状腺疾病有关的重要活动。它还建议应重新分配国际规划的一些资金，以用作 

支持这些活动的“创始资金”》此外，委员会还建议编写一份有关核事敌发生后所 

釆取的公共卫生行动指导原则方面的文件，釆用切尔诺贝利事敌后续活动和实施国 

际规划方面取得的经验作为其编写的依据。以下简述了各项建议的活动。 

报告 

20.如前所述，各试点项目基本上于1994年底完成。编写综合报告的工作巳接近尾 

声，报告将提供迄今科研成果的情报。这些情报大多数都是新情报，专为出版综合 



报告而编制或是过去仅为俄语的情报。报告还将详述已经完成的工作并尽可能说明 

所产生的影响。来自三个国家的60多个合作者将参与报告的编写工作。报告的编写 

者子1994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完成了第一份草稿，该稿已由1995年3月召幵的一个国 

际专家会议进行了审议》报告将分两卷出版：一份长达500多页的主要报告和一份 

突出成果的摘要报告。两份报告预计将于1卯5年6月以英语和俄语发表》 

21. 关子切尔诺贝利事敌对健康影响的国际规划项目当前的成果将作为一个题为 

“切尔诺贝利事敌和其它辐射事故对健康影响”的重大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该会 

议将于1卯5年11月20—23日在日内瓦召幵。虽然将国际规划的成果作为重点，会议 

还将审议其它辐射事敌的新发现。因而，将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进行学术评论和 

比较；从而，可望会议将提供有关辐射影响的，建之于广泛基础上的结论及一份需 

进一步开展研究的项目目录。会议还计划提供一份荩可能全面的有关电离辐射对环 

境卫生危害的综述。 

事故善后处理工作人员 

22.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支持下，俄罗斯联邦提出了一项建议，即在关于切尔诺 

贝利事敌对健康影响的国际规划中应包括一项专门与事敌善后处理工作人员有关的 

项目。其目的为调查和减轻该事故对善后处理人员健康的影响。这些工作人员总数 

为80多万（俄罗斯占35万），他们受到不同程度的辐射，但据估计，他们当中大约 

有1/3的人遭受的辐射剂量已超过20cGY。一些报告已指出这些人中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有所上升》虽然国家和地方当局巳经或将继续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作出努力 

减轻辐射影响并提供康复，但认为有必要釆取更加系统的途径，提供更多的技术支 

持，这包捆更好地协调正在开展的活动。 

23.由关子切尔诺贝利事敌对健康影响的国际规划主持，并由俄罗斯卫生部和医药 

工业及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参与的关子事敌善后处理工作人员的国际协商会子1994年 

6月27日至7月1日在圣彼得堡召开。与会者包括11名来自三个受害国的专家，8名来 

自其它国家的专家及世界卫生组织的职员。参加会议的还有很多观察员，包括其它 

国际组织的代表。协商会审议了有关事敌善后处理工作人员规划的现状并讨论了改 

进和加強这些工作的各种意见。会议认为，国际规划项目的主要目的应具人道主义 

并应侧重子加强和协调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正在进行的工作，以便对事 



敌善后处理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提供诊断、治疗和康复。会议的第二个目的是奠定有 

关对健康影响研究的基础，釆用途径是建立为获得和利用来自卫生保健规划的外部 

渠道必要资料的机构。该项目有可能扩展至具有相当多的事故善后处理工作人员的 

其它国家（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家）以及具有来自受害区的大量移民 

的国家。正在为编写项目备忘录而进行工作。 

剂量重建 

24.精确地重建个体福射剂量对于估计辐射引起危害的危险和开展全球流行病学及 

其它研究至关重要。荩管正在幵展大量的剂量重建工作（包括国际规划试点项目所 

辖之内的），但它们的进行并不符合共同的协议，还有很多待办事宜。目前全球只 

有少数的实验室专门研究确定个体剂量的各种技术。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敌对健康影 

响国际规划的一个有关剂量重建的项目将促进国际合作，通过这一合作可对剂量重 

建的现有技术进行比较并发展确定个体剂量现有的最好方法。管理委员会强调，该 

项目应与由诸如欧洲联盟，美国及其它国家目前幵展的双边剂量重建活动进行良好 

的协调。 

25.剂量重建项目的广泛职责范围包括： 

⑴确定一种重建污染区个体接受辐射剂量的共同方法； 

⑵重建体内和体外剂量，以确定受污染个体的总剂量； 

⑶汇总一份关子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接受的不同剂量表； 

⑷加强三个国家的剂量监测规划； 

(5)向研究规划提供资料。 

1995年下半年将召开一个专家委员会，审议各项目标并确定将釆用的方法。 

甲状腺疾患 

26.甲状腺疾痼（包括甲状腺癌）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白俄罗斯和乌 

克兰，俄罗斯联邦的情况稍好。显然必须做出努力更精确地确定甲状腺疾病的发病 



率并对患者给与治疗，管理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建议，即应延伸和扩大甲状腺试点项 

目，使之包括重建辐射剂量，继续监测顼目所涉人群，将监测扩展至其它地区，研 

究儿童甲状腺癌的病因，研究成年人的甲状腺癌，及由地方生产诊断用具包。作为 

钋对这一方向的一项初步努力，管理委员会支持由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开 

展的一项活动（题为国际甲状腺项目），该项活动将与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合作，解 

决白俄罗斯的甲状腺癌问题。活动目标为（Í)确定面临最大危害的人群；（П)促进 

对疾病特性和发病原因的了解；以及（in)帮助白俄罗斯对疾病进行管理。 

27.国际甲状腺项目已得到瑞士的资助，项目将通过即将在明斯克指定的世界卫生 

组织合作中心以及设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瑞典、瑞士和联合王国的七个 

合作中心子以实施，并针对有关切尔诺Д利事故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情况釆用所需 

的指导原则。在明斯克已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指定了一名项目官员。国际规划将对 

资金进行重新分配，以便为项目提供一笔创始资金，欧洲区域办事处正在寻求进一 

步的资助，并将其做为当务之急。甲状腺剂量重建工作在技术方面有相当大的困难， 

将由另一项主要关于剂量重建的新活动子以开展。 

公共卫生行动的指导原则 

28.已获得一些新的情报，这些情报关系到在预防、调查和治疗核事敌对健康造成 

影响方面应釆取或不应釆取的行动。将制定一些指导原则，内容包括成本效益分析， 

并解决一些问题，例如，对人口的筛检是否合乎成本效益，应釆取什么紧急措施， 

以及什么途径已证实为调查对人口健康影响的最佳途径。致力于核事敌影响的其它 

有关国际组织巳表达对这项工作给与合作的兴趣。一组专家将于1995年召开会议， 

编写必要的有关指导原则的材料。 

V . 结 论 

29.第四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在WHA44. 36号决议中认可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主持下 

建立一项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敌对健康影响的国际规划，并呼吁总干事加速规划的实 

施。如本报告所述，在开展规划内的五个试点项目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展，这包括 

加强了三个受害国处理切尔诺识利事敌的能力。在管理委员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 

三国的代表对规划表示满意，并提到，规划对其减轻切尔诺识利事敌对健康影响的 

努力做出了极大贡献。 



30.世界卫生组织还敦促会员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划并对规划的实施提供支持”。 

虽然迄今对规划所提供的慷慨财务支持使重点活动得以全面迅速地实施，但没有资 

金维持规划及开展最需要的活动。目前已提供财务支持的国家为数不多，尚未实现 

更广泛的财务参与。然而，应提及的是，其它国家以通过在其科研所主办培训和通 

过专家服务的方法已提供了支持。 

31.切尔诺贝利事敌对健康影响有关活动的协调一直是个问题。这不仅指三个受害 

国机构间活动的协调，而且也指由其它国际组织和各政府发起活动的协调。活动在 

开始和进展过程中，通常未对其它有关的工作给与应有的注意。世界卫生组织过去 

的确重视改进协调的工作，但这方面仍需继续和加强。 

VI.需卫生大会特别注意的事项 

32.根据目前现有的情报，有充分理由继续实施切尔诺贝利事敌对健康影响的国际 

规划。虽然三个受害国巳建立了适宜机构并正在开展工作，以解决因切尔诺贝利事 

敌产生的重点卫生问题，然而在医疗设备，器材和备用零件及职员培训方面仍存在 

着缺陷，继续提供支持将极为有益。此外，国际社会将从更好地了解事敌对健康的 

影响在学术上有更多的收获，而这只能通过密切的国际合作才能实现。 

33.报告中所述的今后的活动将使规划继续得以顺利发展。要求执委会对规划的进 

一步实施提供指导，特别是在下述几方面：必须增加其它会员国及其研究单位和科 

学家对规划的积极参与；调动新的预算外资源，以充分满足当前重点的需求，以及 

全面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在辐射防护方面的活动。一些执委会委员对目前规划实施情 

况表示满意，并建议作出进一步努力，以动员预算外资源，使其得以继续，因为他 

们认为这些活动产生了世界范围的效益。 

34.请卫生大会注意这份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