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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热的预防与控制 

总干事的报告 

本报告是应EB91.R3考决议关于提供信息的要求而作出的。报告介绍 

了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登革热休克综合征传播的精况，并解释了登革 

热传播増加的原因*报告提供了有关1950年到1993年期间该疬的增加及 

其蚊虫媒介的情况以及关子商危人群的情报，还有一份当前受影响国家 

的清单作为附件。 

报告提出了制定預昉与控制战略的步犛，还建议鑪续努力研制疫苗 

并幵展行动改进社区和国家级的登革热监测和媒介控制，以便以经济效 

益最高的方式降低登革热发病率和死亡率。最后，报告评议了全球、区 

域和国家级预昉与控制活动对预算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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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背景 

1.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是经蚊虫传播的病毒性疾病，在抗原方面与黄熱病病毒有关系。在人 

体中引起典型登革热的有四种明确的病毒，称为登革热1至4号病毒。这些病毒之间不存在交叉 

保护机制，所以患过登革热1号病毒感染的人仍有遭受登革热2、3或4号病毒感染的危险。有明 

确的证据表明遭受第二次登革热感染的人患登革出血热的危险要大得多。登革熟痼毒的这些独 

特的特征使疫苗研制、疾痼监测和实验室诊断光为困难。 

2.目前，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威胁着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即在非洲、美洲、亚洲和太平洋 

各岛屿的90多个国家中（见附件）居住在城市地区的约10亿人口，每年发病成百万例并造成成 

千例死亡。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泰国的一些农村地区还有数目不详的人口受到威 

胁。在过去10年中，登革热流行的次数大为増加。 

3.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増长速度最快的虫媒病毒感染》在受影响的国家 

中，无人可免遭侵害。这些疾病在社会各阶层中，无论对富人或穷人，都一样造成虚弱性的症 

状和死亡。患者经常是幼儿和老年人。大多数病例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但是，在缺少 

适当的水供应和固体废物处置等基本服务的精况下，城市和农村的穷人面临的危险更大。 

4.登革热被认知为一种疾痼已有200多年。在过去70年里已经了解埃及伊蚊作为这一虫媒病毒 

的主要媒介所起的作用。埃及伊蚊也是其它热带病的媒介。在过去，典型登革热巳造成该病在 

美洲、亚洲和地中海广泛流行。迅速而无计划的城市化巳形成蚊虫媒介新的幼虫生境，其故口 

密度已经増加。随着媒介的传播，登革热也已蔓延，其发病率大纛上升。 

5.在1奶3—1954年，与登革热有关的一种新的疾病综合征在菲律宾出现，并在东南亚和西太 

平洋地区迅速蔓延。与典型登革热不同，该综合征主要发生在少年儿童中，引起伴有出血和休 

克的严重疾病，并造成相当多的死亡。该病定名为登革出血热/登革热休克综合征。在过去30 

年里，登革热发病率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33个国家或地区中大量上升，并伴有由登革出 

血热/登革热休克综合征引起的死亡。 m 

6.在美洲，50年代初和60年代在该半球范围内开展了消灭埃及伊蚊的规划，登革热几乎在该 

地区绝迹。然而，消灭规划未能实现其目标。媒介种群量现已恢复到过去的密度或达到更商密 

度，并常常蔓延到新的地区。登革热的发病率上升了，分布范围也扩大了，影响到40个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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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加勒比地区、基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都发生了大瘟疫》1981年在古Й发生了第一次登 

革出血热流行，登革热患者达300 000多例，登革出血热患者达10 000例，死亡人数为158人。 

登革出血热后来又在美洲至少12个国家出现，并在发现有媒介的几乎所有地方正在继续蔓延。 

7.白纹伊蚊是另一种密切相关的伊蚊种群，在亚洲称之为第二种媒介，于1985年首次在美国 

被发现，随后便迅速传播，并且也在£西出现了。它在一些地区取代埃及伊蚊，其流行病学后 

果尚不清楚》由于该种群既可在人工又可在自然的容器中繁殖，其控制比埃及伊蚊问题更大。 

研究表明白紋伊蚊是通过废旧的卡车和汽车轮胎的广泛的世界贸易从亚洲传入新的地区的。在 

露天存放时，轮胎内积有雨水。这样的生境对在容器内繁殖的母蚊来说，是理想的产卵地。尽 

管轮胎逐渐变干，这些卵仍可在里面存活。一旦轮胎在运输之后再次露夭存放并积蓄雨水，这 

些卵几乎立刻就会解化，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蚊虫集聚点。 

8.在非洲，埃及伊蚊是城市黄热病和登革热的媒介，这两种病的发病率正在稳步上升。至少 

有18个国家巳非正式地报道了登革热疫情，受威胁的城市人口超过1.15亿人。白纹伊蚊现巳在 

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中部和南非发现，虽然其传入对疾病传播的后果尚不清楚。 

9.在欧洲，原南斯拉夫报道了登革熱病例。在两年前白紋伊蚊据报道经废旧轮胎从美国传入 

之后，它现在正在意大利广泛传播。东地中海区尚未报道登革热病例。 

II.登革热传播为什么增加了？ 

10.最近登革热传播的増加主要是由于流行国家的迅速城市化。加速传播的典型条件是： 

Ж日益増多的城市人口缺乏自来水供应，使储水容器的数爱増多，造成蚊虫媒介繫殖； 

來城市中有大爱丟弃的容器，包括旧汽车轮胎，这是埃及伊蚊、白紋伊蚊及其它蚊虫孳 

生的理想场所； 

ж传播痏毒及其媒介的人口流动日益増多； 

ж埃及伊蚊对杀虫剂产生抗药性； 

浓财政困难及其它阵碍造成城市一级的媒介控制能力下降，监督也不能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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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由于这些变化： 

ж登革热在非洲、美洲、亚洲和太平洋岛屿的未免疫人口中造成广泛流行，每年流行国 

家和病例日益増多》在许多国家，登革热流行是少年儿童住院的主要原因； 

來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 /登革热休克综合征流行期间造成的收入损失是流行国家一个主 

要经济问題》 

12.虽然在适用于所有登革热病毒的疫苗研制方面正在取得极大进展并显然应继续进行努力， 

但是很可能还要几年才能广泛地使用登革热疫苗。 

13.在大多数国家，实验室设旅没有登革热快速诊断设备，联络网也不足以确保最佳控制干预; 

害虫和媒介控制规划得到资金和其他支持不足；许多层次缺乏关于登革热作为一种疾病及关于 

其媒介的知识。结果造成登革热传播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14.关注登革热的持续传播及登革出血热病例的日益増多意味着必须在受影响的国家发展地方 

和国家的能力，以便迅速辨明疫情。防治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的直接工作应注重于控制媒介， 

改进疾病监渊，加強实验室服务，以及在负责卫生和媒介控制的当局之间通过有效联络迅速通 

报疫情或促成条件，以便釆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制止疾病流行。这些步骤应包括提高公众意识并 

确保社区参与预防和控制登革热媒介的孳生。 

15.除非流行国家制定长期战略并建立和实施持夂的預防和控制规划，否则无法避免登革热及 

其严重症状进一步传播。这需要増加财政支持，用于购置材料和设备（包括紧急疫情所需的材 

料和设备）、卫生教育和媒介控制、以及设立培训班以培养具有处理疫情所需技术的、训练有 

亲的核心人员。媒介和害虫控制规划必须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承诺并有社区的积极参与。 

Ш .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登革热休克综合征预防与控制全球战略 

16.应与会员国及有关组织和捐助者协商，制定具有经济效益的、费用适当的全球战略，以便 

由流行国家持夂地控制登革热的传播及该病日益上升的发病率。该战略应注重在流行病学监测 

方面提供全面技术指导，并在需要时给子特别支持。应考虑到现存的一大批对登革热和登革出 

血热有影响的昆虫媒介和害虫控制工具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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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登革热控制战略应包括疾病干预技术、媒介和病毒监测、卫生教育、培训及社区参与。在 

有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在实施媒介控制干预措施的责任方面对政府和地方政策进行修订。在给 

子适当技术指导的精况下，可要求人民大众分担贯彻简易控制措施的责任。城市设计者需要注 

意可靠的水供应和固体废物处置的重要性及其对登革热媒介控制的影响。 

18.战略的一个关键方面应是动员人力、技术和财政资源以改进监渊，加强诊断实验室，开展 

流行病学和毘虫学活动，并促进非政府组织和捐助者的参与。 

1 9 .卫生城项目、提供农村和社区水供应及卫生组织 /粮农组织 /开发计划署 /人类住区中心 

媒介控制环境管理专家团的工作等活动是部门间协作与合作的典范，可显著地有助于预防登革 

热媒介的孳生。 

I V .应做的工作 

2 0 .在社区叛 : 

•应鼓励地方领导人发动群众运动，创造无昆虫媒介和无害虫的环境。地方和城市设计 

应保证城乡开发项目不会无意中形成媒介繁政生境。 

•杜区团体应参与计划和实行旨在减少和消灭城市媒介孳生地的控制措施。 

•应鼓励社区参与街道大扫除运动，并向社区传授预防登革热及其它媒介孳生的方法。 

参与这类活动的在学儿童可成为家庭内外和街道的改革积极分子，以便改正造成蚊虫 

孳生的不恰当的储水习惯。 

•在人们关注蚊虫的危害及其传播的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地方，必须使他们参与这 

些疾病的預防和控制。 

21.在国家级， 

•在必要的地方，应加强临床和实验室设旅，以便保证迅速诊断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熱病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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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协助监测和及时传送病例和流行情况报告的情报网。此类情报应由昆虫媒介和害 

虫控制专家协调，以便确保及时的媒介紧急控制措施。此外，地方、市政和国家卫生 

当局及其它有关卫生的服务设施应对其监测和控制工作进行协调》 

•应制定并广泛促进国家卫生教育规划，以便支持国家、社区和地方级的群众宣传运动。 

应与社区领导人进行协商，谨慎地制定卫生口号，以便反映文化和社会现实并动员社 

区“动手”开展媒介控制。 

_应在国家和地方级开展基础广泛的昆虫媒介和害虫控制人员培训和开发。 

•应制定标准化的实验室程序供国家和地方级使用，其中包括临床诊断和治疗程序、试 

剂及设备等方面的标准。 

•应在区域和国际支持下继续开展研究，研制出提供长期保护的登革热疫苗。 

•应鼓励为城市人口提供充分的水供应和固体废物环境卫生，以便改进储水习惯，减少 

废弃容器的数量，并顸防媒介孳生。 

22.在国际级: 

•应确认支持开办以登革热为重点的国家、区域和国际媒介与害虫控制培训班的捐助者。 

•应从国际社会获取资源，以便在发生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紧急疫情之前、期间及之后 

向国家提供支持。 

V .关于登革热预防与控制的拟定决议 

23.建议第四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EB91.R3咢决议敦促各会员国与卫生组织合作，以具 

有经济效益的方法加强涉及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预防与控制的地方和国家规划，具体方法是维 

持适当数量的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鼓励社区参与，并促进卫生教育。 

24.要求总干事确立以国家可承受的方式控制登革热的战略•，制定在该病暴发时实施紧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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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提髙本组织根据现有资源在登革热监测、流行病学和疫苗研制方面的研究能力，并指 

导会员国预防和控制登革热媒介。还要求总干事与专门机构、双边幵发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协调预防和控制活动并寻找预算外资源以支持国家和国际控制措施。 

VI.对1992—1993年和1994—1995年財务期的预算彩响 

25.卫生组织已经参与了旨在改进城市水供应和固体废物处置的活动以及一般性的城市服务， 

预计可减少包括登革热媒介的昆虫媒介和害虫。 

全球和区域间 

26.正常预算（1992—1993年）。下表显示了调拨給规划13. 2 (疾病媒介控制）和13. 12 (疫 

苗领域的研究与开发）的登革热预防和控制活动资源，其中包括人员费用。现有资源将用以实 

施拟定决议中要求的、不需要额外资金的某些活动，包括支持卫生组织合作中心，协调登革热 

疫苗试验，以及建立和加强与捐助者和非政府组织的联络。 

27.此外，卫生组织将努力制定登革热预防和控制的全球战略，协调区域的登革热顸防和控制 

活动，并与其它组织、捐助者及国际社会的其它有关团体接触以寻求能力发展的技术支持。 

28.预箅外资源（1992 —1993年）。如下表所示，将从其它经费来源寻找拟定决议要求的、但 

正常预算拨款不能支持的那些登革热预防和控制活动实施工作所需的资源。这些活动包括通过 

组织会议和非正式协商会发展各方面的能力；支持编制培训材料；为卫生组织合作中心提供额 

外的支持；动员监测、登革热疫苗研制和试验及设备和试剂供应所需的资源；以及加強与捐助 

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联络。将寻找额外资金，用以编制卫生工作者和社区的卫生教育材料及在 

发生登革热紧急疫情时向区域和国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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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1993年正常预算资金 

及预算外资源估计情况 

正常预算 预算外资源 

美 元 美 元 

工资及有关费用 401 600 -

会 议 - 325 000 

旅 行 15 000 20 000 

培 训 - 160 000 

物资与设备 - 567 000 

承包服务 2 000 893 000 

合 计 418 600 1 965 000
a 

a包括用于紧急控制措施、疫苗研制及临时頋问和頋问的资源。 

29.正常预算（1994一 1995年）。实施活动所需资源量估计与1992 —1993年所需量相似，但由 

子扩大了活动，所以所需资源量增加了20%。资源将调拨给规划13.3 (热带病综合控制）。 

国家、国家间和区域 

30.卫生组织的三个区域提供了 1992—1993年双年度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预防与控制的费用计 

算情况。这些费用计算情况涉及现有昆虫媒介与害虫控制活动，并包括人员费用、媒介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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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运输、物资与设备、培训、卫生教育、规划检查、控制措施的评价、社区项目、会议、 

印刷费用及一些研究。正在调援约8000万美元用于昆虫媒介与害虫控制，这将对登革热的预防 

与控制产生影响。这一款额包括会员国国家规划的幵支、双边经费来源提供的资金、以及卫生 

组织调拨给国家间和区域级的资源。 

31.据估计，1994一 1995年将需要相似的款额，其中将包括调援给规划13.3和13. 14 (其它传 

染病预防与控制活动）的资源。 

32.在本双年度和下一个双年度期间，将釆取特定步骤，从双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确认预算 

外资金来源，以便支持与卫生組织区域办事处协商确定的国家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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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1993年已知发生登革热或登革出血热的Д家或地区 

(按卫生组织区域排列） 

非洲（18) 

布基纳法索 肯尼亚 塞拉利昂 

科摩罗 *马达加斯加 索马里 

科特迪瓦 莫桑比克 *南非 

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 苏丹 

加 纳 塞内加尔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几内亚 塞舌尔 扎伊尔 

美洲 ( 4 0 ) 

安提瓜 厄瓜多尔 E拉圭 

阿鲁Й 萨尔瓦多 波多黎各 

ñ哈马 法属几内亚 圣基茨一尼维斯. 

S S多斯 格林纳达 圣卢西亚 

伯利兹 瓜德罗普 圣马丹 

玻利维亚 危地马拉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博内尔 圭亚那 苏里南 

巴西 海地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不列顛维尔京群岛 洪都拉斯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库拉索 牙买加 **美利坚合众国 

哥伦比亚 马提尼克 委内瑞拉 

古Й 墨西哥 美厲维尔京群岛 

多米尼加 蒙特塞拉特 

多米尼加共和国 尼加拉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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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南亚 ( 7 ) 

孟加拉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欧洲 ( 1 ) 

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 

东地中海（未报道病例) 

西太平洋（26) 

美厲萨库亚 

澳大利亚 

柬補寨 

中国 

库克群岛 

斐济 

法厲波利尼西亚 

关岛 

基里E斯 

马尔代夫 斯里兰卡 

缅甸 泰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 

马绍尔群岛 

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 

纽埃 

帕劳 

菲律宾 

萨摩亚 

新加坡 

托克劳 

汤加 

團瓦鲁 

瓦努阿團 

越南 

瓦利斯和富困纳群岛 

* 可能由国外引入 

* *由国外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