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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文件是世卫组织“到2030年战胜脑膜炎”技术工作队的重
大技术贡献和合作努力的结果，该工作队由世卫组织技术
工作队核心秘书处协调，人员包括Marie-Pierre Preziosi, 
James Stuart（顾问）, Antoine Durupt, Olivier Ronveaux, 
Katya Fernandez, Tarun Dua和Nicoline Schiess。

“到2030年消灭脑膜炎”技术工作队包括来自伙伴组织的
代表和国际专家，按代表组织和个人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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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特兰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LeAnne Fox, Lucy 
McNamara, Ryan Novak；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
院：Brian Greenwood, Beate Kampmann, Joy Lawn；
无国界医生组织和比利时布鲁塞尔流行病中心；瑞士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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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kens；英国布里斯托尔脑膜炎研究基金会：Linda 
Glennie, Vincent Smith；美国西雅图帕斯适宜卫生科技
组织：Mark Alderson；美国纽约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
司：Suleman Malik, Imran Mirza；国际专家：Dominique 
Caugant，挪威奥斯陆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Nora Groce，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Robert Heyderman，英国伦敦大学
学院；Keith Klugman，美国西雅图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
金会；Gail Rodgers，美国西雅图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
会；Caroline Trotter，英国剑桥大学；世卫组织/总部和区
域办事处：André Bita, Mamoudou Harouna Djingarey, 
Anderson Latt, Richard Mihigo, Helena O’Malley；
美洲区域办事处：Lucia de Oliveira；东地中海区域办事
处：Nadia Teleb Badr；欧洲区域办事处：Siddhartha Datta, 
Liudmila Mosina；东南亚区域办事处：Emmanuel Njambe 
Tondo Opute；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James Heffelfinger；
总部：Adam Cohen, Tarun Dua, Antoine Durupt, Katya 
Fernandez, William Perea, Marie-Pierre Preziosi, Olivier 
Ronveaux, Nicoline Schiess, Fatima Serhan, James 
Stuart（顾问）, Carol Tevi Benissan, Eduardo Vargas 
Garcia。

这一路线图是通过一系列协商会议制定的，会议包括各国政
府、全球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机构、学术界、私立部门和民间
社会的代表，并涉及与包括世界各地患者团体在内的广泛公
众咨询。世卫组织还希望感谢以下个人通过参加2019年2月
在英国Wilton Park和/或2019年9月在英国威康信托基金会
举行的协商会议，或通过对2019年7月的网络磋商作出的答
复，为制订这一路线图作出了重要贡献：

非洲残疾人联盟，马拉维：Action Amos；美国Angela 
Hwang咨询公司：Angela Hwang；西班牙抗脑膜炎协
会：Elena Moya；美国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Nicole 
Benson, Kate Fay；法国bioMérieux：Maria-Fern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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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oile；美国亚特兰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Allen Craig, 
Fernanda Lessa, Kim Fox, Stephanie Schrag, Heidi 
Soeters, Xin Wang；孟加拉国儿童健康研究基金会：Senjuti 
Saha；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Zhujun Shao；英国脑膜
炎组织联合会：Linda Gibbs, Sam Nye；发展中国家疫

苗厂商网络，瑞士：Sonia Pagliusi；孟加拉国达卡什舒医
院：Samir Saha；美国埃默里大学：David Stephens；每次
呼吸至关重要联盟，尼日利亚：Leith Greenslade；阿根廷
新兴国家传染病防治：Ricardo Rüttimann；瑞士创新新诊
断法基金会：Ranga Sampath；古巴芬利研究所：Dagmar 
Garcia Rivera；巴西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Ivano 
De Filippis；加纳保健服务局：Abraham Hodgson；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瑞士：Aurelia Nguyen, Zeenat Patel, 
Cassandra Quintanilla；比利时葛兰素史克公司：Bindi 
Patel；美国全球卫生保健咨询公司：Sonali Kochhar；B
组链球菌国际社，美国：Marti Perhach；B组链球菌支持
组织，英国：Jane Plumb；巴拿马José Renán Esquivel
博士儿科医院：Xavier Saez Llorens；国际制药厂商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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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Long；法国巴斯德研究所：Muhamed-Kheir Taha；
越南巴斯德研究所：Thuong Nguyen；美国约翰霍普金
斯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国际疫苗获取中心：Lois Privor-
Dumm, Maria Deloria Knoll；英国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
学院：Hannah Kuper；联合王国疟疾联合会：Prudence 
Hamade；澳大利亚脑膜炎中心：Lisa D’Cruz；英国
Meningitis Now：Tom Nutt；英国脑膜炎研究基金
会：Natacha Blake, Rob Dawson, Chloe Day, Elizabeth 
Rodgers, Claire Wright；大韩民国MiCo Biomed公
司：Sung-Woo Kim；汤加卫生部：Toa Fakakovikaetau；多
哥卫生部：Hamadi Assane；西班牙卫生部：Aurora Limia 
Sanchez, Laura Sánchez-Cambronero Cejudo；沙特阿拉
伯卫生部：Ziad Memish；斐济卫生部：Aalisha Sahukhan；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Aalisha Sahukhan；尼日利亚疾
病控制中心：Priscilla Ibekwe；美国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
织：Niranjan Bhat, Anthony Marfin, Roger Peck；辉瑞公
司、法国和美国：Jamie Findlow, Brad Gessner, Marie-
Christine Truchet；英国英格兰公共卫生署：Ray Borrow；
英国QuantuMDX集团：David Dolinger；法国赛诺菲巴斯
德：Priscille De la Tour, Sandra Guedes, Philipp Oster；
英国拯救英国儿童基金：Tahlil Ahmed；印度血清研究
所：Suresh Jadhav, Francois Marc LaForce；英国伦敦圣
乔治大学：Kirsty Le Doare；MenB项目/Emily Stilman基
金会，美国：Alicia Stillman；澳大利亚皇家儿童医院：Claire 
von Mollendorf；秘鲁Una Vida por Dakota：Gianina 
Orellana Tarazona；智利大学：Rodolfo Villena；英国伦
敦大学学院：Maria Kett；伦敦大学学院，冈比亚：Brenda 
Kwambana-Adams；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Fiona Russell；
英国牛津大学：Martin Maiden；菲律宾大学/菲律宾综
合医院：Marimel Reyes-Pagcatipunan；英国利物浦大
学：Michael Griffiths；美国威克森林大学医学院：Jon 
Abramson；中国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Neal Xiao, 
Aaron Yang；英国威康信托基金会：Josie Golding, Peter 
Hart, Charlie Weller；英国Wilton Park：Robin Hart；中
国智飞：Lin Du, Jia Tian；世卫组织/总部和区域办事处：非
洲区域办事处：Clément Lingani；美洲区域办事处：Maria 
Tereza da Costa Oliveira, Antonny Duttine, Gloria Rey, 
Andrea Vicari；总部：Virginia Benassi, Shalini De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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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atee Hasan, Philipp Lambach, Claudia Nannei, 
Ikechukwu Udo Ogbuanu, Irena Prat, Johan Vekemans, 
Patrick Zuber。

世卫组织咨询小组、传染性危害战略和技术咨询小组
（STAG-IH）和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SAGE)分别于2019年6

月和10月认可了路线图。

2019年10月至2020年5月期间与会员国举行了信息会议和
路线图磋商。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于2020年11月批准
了路线图（WHA73.9号决议）。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的
正式记录中载有到2030年战胜脑膜炎的全球路线图的最终
版本（文件WHA73/2020/REC/1，附件4）。

这份文件是由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联合王国外交、联
邦和发展事务部（原国际发展部）和威康信托基金提供财政
援助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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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脑膜炎是致命和致残的。它发病迅速，对健康、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后果，并影响世界所有国家中所有
年龄段的人。细菌性脑膜炎可以造成流行，在24小时内导致死亡，并在感染后导致五分之一的患者终生
残废。脑膜炎的许多病例和死亡都是可以用疫苗预防的，但在战胜脑膜炎方面的进展落后于其它疫苗
可预防的疾病。

2017年，政府、全球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机构、学术界、私立
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代表呼吁建立全球愿景，战胜作为公共卫
生威胁的脑膜炎。世卫组织呼吁采取行动，并与参与预防和
控制脑膜炎的全球伙伴和专家一起制定了到2030年战胜脑
膜炎的路线图。在2019年，与公众和专家进行了广泛的磋商。

这是第一个涉及脑膜炎的全球路线图，提出了应对急性细菌
性脑膜炎主要起因（脑膜炎球菌、肺炎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
B群链球菌）的计划。三个愿景目标是：(i)消除细菌性脑膜炎
的流行；(ii)使疫苗可预防的细菌性脑膜炎病例减少50%并
使死亡减少70%；(iii)减少因任何病因引起的脑膜炎后的残
疾并改善生活质量。为了实现这些愿景目标，路线图围绕五
大支柱（预防和控制疫情，诊断和治疗，疾病监测，为受脑膜
炎影响的人提供支持和护理，以及宣传和参与）确定了战略
目标、重点活动和里程碑。

关于预防和控制疫情，主要目标是在人群中实现更高的疫苗
覆盖率，开发新疫苗，改进预防战略并确保对脑膜炎疫情的
更有效反应。诊断和治疗的目标注重于快速确诊急性细菌性
脑膜炎和最佳护理。需要在有效的国家监测系统的基础上改
进全球监测，以便指导脑膜炎的预防和控制措施，记录疫苗
的影响并改进对疾病负担（包括脑膜炎后遗症）的估计。在对
受脑膜炎影响的人提供支持和护理方面，重点是尽早获得诊
断和治疗的机会，改进后遗症管理以及提供包括康复在内的
支持。关于宣传和参与，目标是确保使路线图得到重视并被
纳入国家计划，确保对脑膜炎及其对人群的影响有很高的认
识，并致力于使受脑膜炎影响的人平等地受益于针对脑膜炎
的预防、治疗和支持。

脑膜炎路线图已被指定为世卫组织《2019-2023年第十三个
工作总规划》的全球旗舰战略，并且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路线图将加强更广泛的行动并与这些行动
相结合，例如旨在加强初级卫生保健和卫生系统、扩大免疫
覆盖面、改善全球卫生安全、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作斗争
以及倡导残疾人权利的行动。它将补充其它全球控制战略，
例如应对败血症、肺炎、结核病和艾滋病毒的战略。

实施对世界所有国家都是一种挑战，但在脑膜炎负担最重的
资源匮乏地区尤其如此。愿景目标和战略目标的具体目标将
根据区域和地方情况进行调整。将有监测和评价、沟通和风
险管理计划来指导和支持实施工作。

现在需要采取全球行动来实施这一路线图并实现战胜脑膜
炎的宏伟目标。国家、各伙伴和捐助者的坚定承诺对于成功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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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ATING MENINGITIS BY 2030: A GLOBAL ROAD MAP

图1. 2017年按国家分列的每10万人口所有病因的脑膜炎发病率

脑膜炎 – 行动呼吁
本路线图是采取行动的呼吁，即到2030年战胜脑膜炎的呼
吁。

脑膜炎是一种威胁生命的疾病，由大脑和脊髓周围的神经膜
发炎引起，并且主要是由细菌和病毒感染引起的1。急性细菌
性脑膜炎(1)是该病最致命和最致残的形式之一(2-5)；它可以
引起流行，在24小时内导致死亡，并在感染后导致五分之一
的人终身残废。

脑膜炎的许多病例和死亡都是可以用疫苗预防的，但在战胜
脑膜炎方面的进展落后于其它疫苗可预防的疾病(6)。尽管
过去20年中在减少脑膜炎发病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
2017年全球仍估计有500万新病例和29万例脑膜炎死亡病
例2,3(7)。尽管脑膜炎影响所有年龄段的人，但幼儿风险最高，
大约半数的病例和死亡发生在5岁以下的儿童中。脑膜炎和
与脑膜炎有关的败血症可导致严重的后遗症，例如听力丧
失、视觉和身体损伤、认知障碍和截肢，对个人、家庭和社区
产生相当大的情感、社会和经济影响(8-10)。据估计，2017年
全世界因脑膜炎失去了超过2000万年的健康生命（因过早
死亡而丧失的生命年数加上因残疾而丧失的生命年数）(5)。

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脑膜炎地带的脑膜炎负担最大，但脑膜
炎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一种威胁(4,6,10)(图1）。自2014年以
来，许多国家出现了细菌性脑膜炎疫情，包括在吉尔吉斯斯
坦、斐济、尼日利亚、尼日尔和智利(11-13)，并且某些毒力很
强的菌株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已突出地表明需要采取全球
监测和预防的方法。许多国家尚未引进建议对某些引起脑
膜炎的细菌采用的疫苗接种规划，因此使其国民面临风险
(5,14)。无论发生在哪里，脑膜炎对卫生系统、经济和社会都
构成了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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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政府、全球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机构、学术界、私
立部门和民间社会的50多名代表呼吁采取全球愿景行动，“
到2030年战胜脑膜炎”(15)。那年9月，来自非洲脑膜炎地带26
个国家的200名代表强化了这一呼吁，并强调需要公平和可
持续地获得脑膜炎疫苗(16)。

世卫组织正在协调这一行动呼吁。召集了由过去投资于长期
控制脑膜炎并具有辅助性重点和专门知识的重要伙伴组成
的技术工作组，以制定此处提出的路线图。2018年进行了基
线情况分析(5)，脑膜炎、健康和残疾方面的专家于2019年初
举行了会议以推进路线图草案(17)，随后在2019年进行了更
广泛的专家和公众磋商。

关于全球路线图，已向世界各地的患者团体进行了广泛咨询
(18)。在来自9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团体的回应中，预防被列
为最高优先事项。列入路线图的三个最受欢迎的主题是使疫
苗更加普及，提高意识和改进诊断（即刻、快速）。

脑膜炎路线图已被指定为《2019-2023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
划》中预防高威胁传染性危害的四项全球旗舰战略之一。本
战略体现了世卫组织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
是与卫生相关的目标3的使命的实质，该目标围绕确保全民
健康覆盖以保护最弱势群体以及全球卫生安全以增进健康
和维护世界安全(19,20)。

1脑膜炎也可以由真菌和寄生虫感染引起，而且在感染艾滋病毒的成年人中，隐球菌性脑膜炎越来越受到重视。非传染性因素，包括某些药物、癌症和自身
免疫性疾病，也可导致脑膜炎。
2由结核病和隐球菌性脑膜炎造成的病例和死亡估计人数归类于结核病、艾滋病毒或其它传染病，未包括在这些数字中。由于病毒性脑膜炎的死亡并不常
见，因此所有原因的脑膜炎死亡人数可能反映了急性细菌性脑膜炎的负担，并接近世卫组织对2015年全球细菌性脑膜炎死亡的估计(5)。
3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对数学模型的修改，2017年（以及其它年份）的估计病例数和死亡人数预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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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战胜脑膜炎：全球路线图

范围 
战胜脑膜炎的路线图提出了应对急性细菌性脑膜炎主要病
因的计划，涉及：脑膜炎奈瑟菌（（Nm）、脑膜炎球菌）、肺炎
链球菌（（Spn）、肺炎球菌）、流感嗜血杆菌（Hi）和无乳链球菌

（B群链球菌（GBS））4。重点基于：(i)也可引起败血症和肺炎
的这四种生物在全球造成的疾病负担（占2017年29万例所
有病因的脑膜炎死亡的50%以上(7)）的证据；(ii)本全球战略
到2030年对减轻负担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目前已经有（或

正在开发）有效的疫苗来预防这四种生物引起的疾病。尽管
路线图的重点不是脑膜炎的其它重要病因，例如结核病、隐
球菌、肠道细菌和病毒（例如肠病毒），但旨在减轻疾病负担
的若干目标适用于所有病因的脑膜炎。

4其它细菌，例如非伤寒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猪链球菌，以及卫生保健机构中的病原体，例如金黄色葡萄球菌或表皮葡萄球菌，也会引起脑膜
炎，但发生频率较低。
5针对本目标，流行的定义以非洲脑膜炎地带使用的定义为基础，即特定人口在一年内的累计发作率高于每10万人口中100例疑似脑膜炎病例(21)。每个区
域将根据当地流行病学情况设定自己的疾病流行/暴发定义和减少病例的目标。尽管疾病流行和暴发的说法可以互换使用，但疾病暴发通常范围较小且更
具局部性。在整个路线图中都使用了流行一词。
6这些全球目标的基准年是2015年。通过与世界各地的专家协商评估路线图里程碑的可能影响，产生了这些目标，并将根据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的情况衡
量进展。疫苗可预防的细菌性脑膜炎是指由Nm、Spn、Hi和GBS引起的所有急性细菌性脑膜炎，无论是什么血清类型/组别.

➜  实现无脑膜炎的世界 

我们的共同愿景是“实现无脑膜炎的世界”。由于脑膜炎有多种病因，因此无法消除或消灭。并不会有“无脑膜炎世界”
的时刻，但是我们致力于尽可能地接近该愿景。因此，本计划旨在战胜作为公共卫生威胁的脑膜炎，大幅减少病例数并
将其控制在较低水平。

愿景

✔  消除细菌性脑膜炎的流行5

�✔ �使疫苗可预防的细菌性脑膜炎病例减少50%并使死亡减少70%6

�✔ �减少因任何病因引起脑膜炎后的残疾并提高生活质量 

联合国所有成员国致力于到2030年实现全民健康覆盖(20)。消除流行病、减少病例和死亡人数以及优先照顾残疾人的
愿景目标与全民健康覆盖完全一致，并以公平为指导原则。

到2030年的愿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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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战略目标、重点活动和里程碑  
实现三个愿景目标的影响将取决于产出和结果， 
被分为五个支柱。  

· 预防和控制疫情
· 诊断和治疗
· 疾病监测
·  为受脑膜炎影响的人提供支持和护理
· 宣传和参与

每个支柱都规定了战略目标、重点活动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具
体里程碑。五个支柱起到组织行动的作用，同时也显然是相
互关联的：诊断与监测密切相关；监测为预防和控制疫情提
供信息；在治疗期间进行诊断时就应开始对患者和家属提供
支持和护理；宣传和参与对于每个支柱的成功都是必不可少
的（图3）。

每个支柱下都列出了五个支柱与19个战略目标之间的联系。
在某些目标中，特别强调了B群链球菌，因为：(i) B群链球菌
在新生儿中的出现率特别高；(ii) B群链球菌疫苗正在开发
中，但尚不能提供；(iii)与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和流感
嗜血杆菌相比，对B群链球菌的疾病负担和预防战略的了解
较少，特别是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言。

图2. 到2030年战胜脑膜炎的全球路线图总体框架   

图3. 战胜脑膜炎的相互重叠支柱

·  脑膜炎每年在全球造成
·  30万人死亡并具有流行的

风险；很多病例可以
· 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
·  缺乏足够的工具、物资和

设施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  监测系统不够强大，不能

记录脑膜炎的病例数、
· 病因和影响
·  脑膜炎和败血症是致残的

一个重大原因，但医护和
康复的可得性

· 与可及性很低
·  政策制定者对脑膜炎作为

全球问题的认识不足

·  各国致力于制定、实施和
重视战胜脑膜炎的计划

·  各伙伴致力于提供监督、
技术专长和创新的发展

· 捐助者致力于支持
· 全球计划
· 民间社会致力于认可
· 本路线图和提高认识

·  达到较高的疫苗覆盖率，
开发新的疫苗，制定预防
和控制疫情的战略

·  确保能够获得诊断工具，
卫生工作者得到培训， 
治疗有质量保证

·  确保在各级监测脑膜炎 
及其后遗症

·  确保后遗症的管理和 
受脑膜炎影响者的护理

·  确保脑膜炎在全球得到 
高度重视，并在各级 
对脑膜炎和残疾有认识

·  加强获得更好的疫苗 
以及预防和控制疫情的 
有效战略

·  改进工具以及获得诊断和
治疗的机会

·  通过疾病监测，改进 
对脑膜炎流行病学 
情况的监测

·  提高受脑膜炎影响的 
个人及其家人获得支持和
护理的机会

·  通过宣传和参与， 
提高认识

·  到2030年
· 消除细菌性脑膜炎的流行
·  减少疫苗可预防的细菌性

脑膜炎病例和死亡
·  在任何病因引起的脑膜炎

之后，减少残疾并改善  
生活质量

影响问题 投入 产出 结果

宣传和
参与

诊断和
治疗

预防和
控制疫情

疾病监测

为受脑膜炎
影响的人提供

支持和护理

图2总结了路线图的总体框架（变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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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战胜脑膜炎：全球路线图

更大的利益和互补性 
通过补充各种全球疾病控制战略，例如由引起脑膜炎的相同
生物引起的败血症和肺炎的控制战略，本路线图将产生超越
脑膜炎范围的利益。路线图将加强和补充与全民健康覆盖、
初级卫生保健、加强卫生系统、免疫、全球卫生安全、抗微生
物药物耐药性以及残疾人的权利、支持、康复和社会融入有
关的更广泛的行动（见题为“与其它全球行动的联系”的章
节），也将有助于实现国家现有的优先事项。路线图下的活动
将成为初级卫生保健的组成部分，并与国家战略相一致，以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和各级的其它行动。

实施 
路线图的成功实施将首先取决于区域和国家的参与以及战
胜脑膜炎的政治意愿。这些努力将需要包括私立部门和民间
社会在内的一致和有效的伙伴支持，以汇集全球所有可用资
源（技术、人力和财力资源）以及世卫组织秘书处的支持。将
使用一份业务论证文件为世卫组织及其伙伴筹集足够的资
源以支持会员国实现战略目标，并为一个或多个重点里程碑
提出公共卫生价值建议。实现目标所需的全球研究重点将在
实施计划中另行确定。

致力于战胜脑膜炎的全球伙伴和赞助者战略支持小组有望
通过高级别宣传、提高公众意识和支持实施活动来推动路线
图。

世卫组织秘书处由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品司、精神卫生和物
质滥用司、非传染性疾病、残疾、暴力和伤害预防管理司以及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在国家、区域和全球级的工作人
员组成，将提供综合支持、协调和监督，并就路线图的制定和
实施向会员国负责。

国家计划工作将考虑到区域特点，并将适应不同活动（包括
研究、战略和政策以及国家实施工作）的国家现状。愿景目标
和战略目标的具体目标将根据区域和当地情况确定优先顺
序并进行调整，还将在每个区域内确定重点国家，同时考虑
到脑膜炎负担和获得预防和护理机会的公平性等因素。监
测和评价、沟通和风险管理计划将可用来指导和支持实施工
作。为确保满足区域需求和特殊性并促进区域的承诺，各区
域将制定具体的实施框架，包括关键性区域指标，由区域技
术和咨询机构认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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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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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控制疫情
通过开发和增加获得负担得起的疫苗、有效的预防战略和针对性的控制干预措施来实现目标

需要加大力度，鼓励所有建议的免疫接种，特别是在脑膜炎负担最大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并在
国家和亚国家级促进高度的疫苗覆盖。结合疫苗正在极大地减少由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和乙
型流感嗜血杆菌（Hib）引起的全球疾病负担，但其全球利用率和影响有待加强(5)。然而，目前这些疫
苗并未涵盖所有血清群/类型。目前，一些高收入国家已经在公共卫生层面使用了针对脑膜炎奈瑟菌
B血清群（MenB）疾病的新型蛋白疫苗(5)。目前尚无用于预防B群链球菌病的疫苗，但是正在研发B
群链球菌候选结合疫苗。几种脑膜炎奈瑟菌和肺炎链球菌候选结合疫苗也处于后期开发中，包括比
现有疫苗具有更广泛的血清群/类型覆盖范围的多价产品。此外，针对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和B
群链球菌的候选蛋白疫苗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而且，由于在对疑似脑膜炎的治疗中大量使用抗生
素会导致形成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所以根据《2030年免疫议程》制定的增强和持续疫苗接种规划
将在减轻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负面影响的战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计划应将疫苗列为关
键性的战略重点，或作为抵御引起脑膜炎的生物体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第一道防线。

药物预防通常用于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但需要进一步的评价，特别是在非洲脑
膜炎地带疫情的情况下。目前，在许多高收入国家，正在通过筛查或基于风险的战略来实施使用静脉
注射抗生素预防B群链球菌母婴传播的政策。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实施预防战略之前，需要评价
诸如B群链球菌病负担、流行病学和传播情况、卫生服务基础设施、获取卫生保健的机会以及抗生素
供应等因素。

尽管通过侵袭性细菌疾病监测网络已发现实验室能力有提高，但控制脑膜炎奈瑟菌或肺炎链球菌脑
膜炎流行的最重要挑战包括实验室快速确认流行病原体的能力薄弱（见支柱2）以及无法及时获得足
够数量可负担得起的疫苗用于应对疫情。对于肺炎链球菌脑膜炎的流行，需要指导应对工作。最终，
以证据为基础调整政策，然后使用适当的疫苗并高度利用适当的疫苗接种预防战略，可以理想地预
防感染和疾病流行。

本支柱的目标是：(i)在所有国家中平等获取得到许可/世卫组织预认证的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
和乙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实现和保持高覆盖率，并在尚未按照世卫组织的建议引进疫苗的国家中
引进这些疫苗；(ii)引进针对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B群链球菌的有效且负担得
起并经过世卫组织预认证的新疫苗；(iii)制定关于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B群链
球菌疫苗接种战略的循证政策，以实现最佳个体保护，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群体保护；(iv)制定和
实施针对具体情况的战略，以预防婴儿的B群链球菌感染；(v)制定和改进预防和应对疾病流行的战
略，其中涵盖疫苗接种、药物预防、感染控制和风险通报，包括大型集会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

1

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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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战胜脑膜炎：全球路线图

8

支柱1的战略目标 重点活动 地标性目标（里程碑）

战略目标1: 在所有国家中平
等获取得到许可/世卫组织预
认证的脑膜炎奈瑟菌、肺炎
链球菌和乙型流感嗜血杆菌
疫苗，实现和保持高覆盖率，
并在尚未按照世卫组织的建
议引进疫苗的国家中引进这
些疫苗

（与关于卫生保健权的战略
目标18、关于疫苗信心的战略
目标19相关联）

实施适合当地情况的专门免疫战略，以实现
并保持所有国家针对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
球菌、乙型流感嗜血杆菌的高疫苗接种率，
加强和补充现有的免疫战略，包括针对特殊
风险人群的免疫战略

确保与世卫组织、儿童基金会、疫苗和免疫
全球联盟及其它旨在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降低疫苗价格并增加可持续获得疫苗
的机会的全球或区域行动之间的适当联系
和协同增效作用
 

脑膜炎奈瑟菌（脑膜炎地带）
到2021年，在> = 18/26个脑膜炎地带国家的常
规免疫计划中，对脑膜炎奈瑟菌A血清群进行疫
苗接种；到2023年，在所有脑膜炎地带国家中按
照国家重点接种疫苗

脑膜炎奈瑟菌 (其它国家)
到2024年，结合流行病学证据并根据区域政策，
在所有国家中酌情维持或引进与当地相关的脑
膜炎球菌病疫苗接种规划

肺炎链球菌、乙型流感嗜血杆菌
乙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到2022年）以及肺
炎链球菌结合疫苗（到2025年）被纳入所有国家
的常规婴儿免疫规划

到2030年，所有国家都已维持或实现全面免疫计
划的疫苗覆盖率（《2030年免疫议程》和区域重点
确定的目标覆盖率）

战略目标2: 引进针对脑膜炎
奈瑟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
血杆菌和B群链球菌的有效
且负担得起并经过世卫组织
预认证的新疫苗
(与关于疫苗接种战略的战略
目标3、关于区域监测的战略
目标10相关联）

支持为有效、负担得起和安全的新疫苗进行
开发、颁发许可、进行世卫组织预认证和引
进，包括其它多价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其
它脑膜炎奈瑟菌B血清群、肺炎球菌和流感
嗜血杆菌疫苗以及新的B群链球菌疫苗

脑膜炎奈瑟菌
到2020年，世卫组织已发布多价脑膜炎球菌结合
疫苗的目标产品概况，包括热稳定性方面的考虑

到2021年，世卫组织已发布多价脑膜炎球菌结合
疫苗技术报告丛刊

到2022年，至少有一种负担得起的多价
（ACWXY）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已获得许可和世

卫组织预认证

到2023年，> = 5个脑膜炎地带国家已开始在常
规免疫规划中引入针对脑膜炎奈瑟菌ACWY/
ACWXY血清群的疫苗接种；到2030年，根据国家
重点，在所有脑膜炎地带国家已实施针对脑膜炎
奈瑟菌ACWY/ACWXY血清群的疫苗接种，目标覆
盖率根据《2030年免疫议程》和区域重点确定

到2026年，至少已具备一种负担得起的脑膜炎奈
瑟菌B血清群疫苗和充足的负担得起的多价脑膜
炎球菌结合疫苗来源，以确保供应安全

到2026年，结合流行病学证据并根据区域政策，> 
= 10个国家已引进与当地相关的脑膜炎球菌病
疫苗接种规划，酌情包括脑膜炎奈瑟菌多价结合
疫苗和/或脑膜炎奈瑟菌B血清群疫苗

注释（适用于所有支柱）：
(i)   里程碑中的日期是所指年末. 

(ii)  路线图适用于全球所有国家。目标国家是指根据诸如脑膜炎负担（发病率和死亡率）、疫苗覆盖率（酌情包括肺炎链球菌、乙型流感嗜血杆菌、脑膜炎奈
瑟菌）、卫生系统（力度、能力、对监测的重视程度、残疾管理）、获得卫生服务的机会（公平性）、特定区域因素，在每个区域得到优先重视的国家。目的是
要在卫生需求和预期影响之间取得平衡，即确定可以最佳利用资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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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1的战略目标 重点活动 地标性目标（里程碑）

肺炎链球菌
到2021年，世卫组织关于肺炎球菌结合疫苗的技
术报告丛刊已更新

关于其它负担得起的获得许可且经世卫组织预
认证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到2021年至少增加一
种，到2025年至少增加三种，其覆盖范围应与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引起侵袭性疾病的血清
型的最新数据一致

到2026年，至少有一种覆盖面更广的肺炎链球菌
新疫苗，即更多价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或含蛋白
的疫苗，已获许可且已获得世卫组织预认证

B群链球菌
到2022年，根据与国家监管机构和世卫组织预认
证小组的磋商结果，已确定为B群链球菌疫苗颁
发许可的监管途径

到2026年，至少有一种负担得起的B群链球菌疫
苗已获得许可和世卫组织预认证，以便用于妊娠
期间的孕产妇免疫

到2030年，如果获得许可/世卫组织预认证并在
需要时得到疫苗和免疫全球联盟的支持，在> = 
10个国家中根据世卫组织的政策已引进B群链
球菌疫苗

甲型流感嗜血杆菌（Hia）
到2028年，至少有一种针对甲型流感嗜血杆菌的
疫苗获得许可用于应对某些社区的较高疾病负
担，例如，用于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民

加强对疫苗生产商的支持，使他们能够确保
更多的国家（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实现多样化和有质量保证的充足疫苗生产
能力

到2030年，负担得起的高质量肺炎链球菌和脑膜
炎奈瑟菌多价结合疫苗已具备充足的来源，以确
保供应安全

到2030年，在 >=5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已
具备足够的多样化生产能力，能够生产有质量保
证的乙型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和脑膜炎奈
瑟菌多价结合疫苗

战略目标3： 制定关于脑膜炎
奈瑟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
血杆菌和B群链球菌疫苗接
种战略的循证政策，以实现最
佳个体保护，并在可能的情况
下实现群体保护

（与关于新疫苗的战略目标2
、关于卫生保健权的战略目标
18相关联）

评价使用多价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实现群
体保护的疫苗接种战略

到2022年，关于多价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战略
的研究模型已经完成并传播了结果，还通过公开
渠道支持引进疫苗的战略

到2024年，已完成并发表针对多价脑膜炎球菌
结合疫苗的整群随机研究和/或其它病菌携带研
究，以便为疫苗接种战略提供信息

制定有关使用脑膜炎奈瑟菌B血清群和多价
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的全球政策，更新或制
定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B群链球菌
疫苗政策，并酌情支持国家决策

支持并促进国家之间的知识共享（例如，关于
准确的成本效益模型），以支持国家的政策决
定，尤其是在低发病率环境中

到2022年，已具备关于使用脑膜炎奈瑟菌B血清
群和多价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的全球政策

到2030年，随着新疫苗和证据的出现，已更新或
制定了关于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
血杆菌和B群链球菌疫苗的全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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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战胜脑膜炎：全球路线图

支柱1的战略目标 重点活动 地标性目标（里程碑）

评估疫苗的总体影响、保护期、血清型替换
以及不同肺炎球菌结合疫苗计划产生的间
接影响，为关于使用肺炎球菌结合疫苗的疫
苗接种战略提供信息，以便维持人群的免疫
力并在高危人群中预防/控制疫苗可预防的
肺炎球菌病

到2025年，已记录了不同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接
种计划产生的疫苗效果和保护期，包括新剂量计
划的可行性、补种运动和老年人群预防1型血清
群流行的免疫规划

到2026年，基于这些研究结果，已更新并实施了
关于肺炎球菌结合疫苗计划的全球政策

确立针对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和B群
链球菌的保护性免疫相关因子（对血清群/
类型具有特异性）

到2025年，针对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和B
群链球菌已开展并发布了在不同传播环境中确
立进一步的免疫阈值或保护性相关因子的研究

量化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
杆菌和B群链球菌疫苗在减少用于侵袭性
感染或预防的总体抗生素使用量以及降低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方面的潜在效益

到2024年，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
血杆菌和B群链球菌脑膜炎疫苗在减少总体抗
生素使用量和降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方面的
潜在效益已得到量化

战略目标4：制定和实施针对
具体情况的战略，以预防婴儿
的B群链球菌感染

（与关于B群链球菌诊断的
战略目标8、关于B群链球菌
监测的战略目标11、关于卫
生保健权的战略目标18相
关联）

进行研究以进一步记录B群链球菌的传播
模式和早期/晚期B群链球菌病的风险因素

到2023年，关于B群链球菌传播和早期/晚期B群
链球菌病风险因素的研究已完成

考虑到证据、负担和可行性，意识到对抗微
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潜在影响，并与其它败血
症、妇幼卫生行动联系起来，制定和实施防
止婴儿B群链球菌传播的全球政策

到2021年，根据疾病负担和实施的可行性，已具
备国家/区域政策，涉及以微生物筛查为基础或
以风险为基础应对早发性B群链球菌病的战略

到2025年，对全球B群链球菌预防指南已进行审
查和更新

到2028年，除非由疫苗接种规划取代，否则已按
照B群链球菌指南中的规定在中/高负担国家实
施了建议的预防政策

战略目标5： 制定和改进预防
和应对疾病流行的战略，涵盖
疫苗接种、药物预防、感染控
制和风险通报，包括大型集会
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

（与关于区域监测的战略目
标10、关于优先考虑脑膜炎
的战略目标15、关于疫苗信
心的战略目标19相关联）

审查并确立世卫组织在所有区域中关于脑
膜炎球菌和肺炎球菌性脑膜炎（以及晚发性
B群链球菌病群）流行的定义，以便指导调查
和控制措施，包括谨慎考虑相关的空间单位

（例如，区县、街道）

制定、更新和实施脑膜炎流行的监测、防范
和应对战略，并注意空间单位，包括考虑大
型集会问题并加强感染预防和控制规划

更新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期间和之后的疫苗
接种战略，以预防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中的疾
病流行

考虑将多抗原接种活动作为上述战略的一
部分，尤其是针对人群获得疫苗接种服务的
机会有限的地区（例如冲突地区），或者针对
不太可能被纳入疫苗接种运动的人群（例如
残疾人）

到2021年，世卫组织对所有区域的脑膜炎球菌
和肺炎球菌性脑膜炎流行（以及晚发性B群链球
菌病群）的定义已更新或确立

到2023年，监测、防范和应对脑膜炎流行的战略
已得到更新，包括更新反应性疫苗接种战略以及
感染预防和控制规划

到2025年，超过80%的国家（包括所有目标国家

制定战略以确保在适当层面上（全球、区域、
国家或亚国家）有足够的疫苗储备，并逐步
从多糖疫苗过渡到负担得起的多价脑膜炎
球菌结合疫苗，以应对疾病流行

到2022年，在预测性建模研究的基础上，已适当
补充（数量、成分、及时性）疫苗供应国际协调小组

（ICG）的脑膜炎球菌疫苗储备，以便对脑膜炎地
带乃至全球的疾病流行能够及早做出反应

到2025年，全球范围内已具备足够的可负担得起
的多价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以便在没有国际协
调小组干预的情况下应对所有区域的疾病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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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1的战略目标 重点活动 地标性目标（里程碑）

确定预防/应对肺炎球菌性脑膜炎流行的
战略

到2021年，世卫组织已发表并实施了肺炎球菌
性脑膜炎流行的预防和应对战略

考虑到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潜在影响，
进行关于在非洲脑膜炎地带的脑膜炎球菌
性脑膜炎流行期间使用抗生素预防治疗作
为控制措施的研究并审查相关政策

到2021年，已完成关于在非洲脑膜炎地带的脑膜
炎球菌性脑膜炎流行期间使用抗生素预防性治
疗战略的潜在风险和好处的额外研究

到2022年，关于在非洲脑膜炎地带脑膜炎球菌性
脑膜炎流行期间采取抗生素预防措施的修订政策

（如需要）已经发布，并考虑了可能的时限问题（
适当考虑并协调了多价脑膜炎奈瑟菌结合疫苗
的引入/供应）

在证据和更广泛规划背景的基础上，开发用
于宣传、社区参与、社会变革和危机沟通的
全球信息、资源和工具，以便促进和维持脑
膜炎疫苗的使用。

整理实施数据和数字数据以进行实时更新，
并为战略和行动建议提供指导。

到2021年，所有目标国家的社交和沟通渠道示意
图已完成

到2021年，全球已存在并使用了关于监测脑膜炎
疫情信息二次传播和杜绝社区谣言的政策

到2021年，全球已具备并在脑膜炎疫情中使用了
通过混合消息传递方式进行的风险通报

©
 世

卫
组

织
/Eduardo Soteras Jal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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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战胜脑膜炎：全球路线图

诊断和治疗 
通过在所有层面的保健中改进诊断、卫生工作者的培训和及时有效的病例管理来
实现目的  
对主要细菌病原体的实验室确认有明确的定义，黄金标准是细菌培养和实时聚合酶链反应（PCR）。但
是，卫生工作者可能没有经过培训或没有实验室支持来识别脑膜炎病例。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常常不收集脑脊液标本，并且实验室能力常常有限。需要负担得起的新颖、快速、高性能的诊断测定
法，应能够根据用途、影响、目标人群和技能水平提供准确而快速的结果来诊断细菌性脑膜炎，并且可
以理想地测量对抗生素的敏感性。这很重要，因为可能会在患者就诊之前由非正规部门人员或者在取
样之前由医护人员使用抗生素，因此需要能够在使用抗生素后鉴定出病原体的测试法。尽管已经确立
了抗生素治疗方案，但目前世卫组织尚无关于治疗成人细菌性脑膜炎的指南，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并
非总能获得推荐的抗生素。有必要审查辅助疗法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作用。

本支柱的目标是：(i)在所有层面的保健中改进对脑膜炎的诊断；(ii)在所有层面的保健中开发诊断测定
方法并促进其使用，以增加对脑膜炎的确诊；(iii)制定并实施针对特定情况的战略，以发现携带B群链
球菌的母亲并为婴儿进行B群链球菌诊断、治疗和护理，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地区；(iv)提供并实施适
当、因地制宜、质量有保证的指导和工具，提供治疗和支持性护理，以降低死亡、后遗症和抗微生物药
物耐药性的风险。

支柱2的战略目标 重点活动 地标性目标（里程碑） 

战略目标6: 在所有层面的保
健中改进对脑膜炎的诊断

（与关于人群认识的战略目
标16、关于区域监测的战略目
标10相关联） 

根据所需的决策（例如，关于即时临床管理、
流行病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制定并
传播关于卫生系统各级的检测要求和工具
的区域性特定政策

到2022年，根据诊断目的或所需的决策，已制定
关于卫生系统各级的检测要求和工具的区域特
定政策 

评价采血和滤纸上的干血斑在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在非洲脑膜炎地带）诊
断脑膜炎/败血症方面的作用

到2022年，关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
在非洲脑膜炎地带）血液检测在诊断脑膜炎/败
血症方面作用的研究已发表

评价腰椎穿刺频率较低的原因 到2022年，已完成腰椎穿刺频率较低的原因的报
告并已提出改进建议

通过确保提供无菌试剂盒、支持促进脑脊液
和血液采样（包括对婴儿）的国家政策以及
提高社区和卫生专业人员对腰椎穿刺的接
受程度，加强对诊断用腰椎穿刺、血液及其
它标本样品的及时收集和检测

到2024年，在所有目标国家，已收集> 50%的疑
似脑膜炎病例（包括婴儿）的脑脊液（并在可行的
情况下采血）

在所有层面的保健中对卫生工作者进行适
当的培训和监督，以便及时发现、诊断、转诊
和治疗所有年龄段人群中的脑膜炎

到2026年，在超过80%的国家（包括所有目标国
家），已建立关于发现、诊断、转诊和治疗脑膜炎（
包括潜在后遗症）的培训规划，并已将其纳入现
有培训中

2

支柱



13

支柱2的战略目标 重点活动 地标性目标（里程碑） 

战略目标7: 开发并促进在所
有层面的保健中使用诊断测
定法，以增加对脑膜炎的确诊

建立创新的（统筹）供资机制，以促进新型快
速诊断测定法的开发和采用   

到2022年，已建立筹资机制，以促进快速诊断测
定法的开发和现场的大规模应用 

制定/确保建立一种机制，以验证、生产和采
用针对目标人群和既定需求的诊断测定法

到2024年，已建立一种机制，可以验证、生产和
采用针对目标人群和既定需求的诊断测定方法

开发诊断测定方法（脑脊液、血液或尿液）以
支持在卫生服务点即刻做出医疗决定

到2026年，已开发质量有保证、负担得起且方便
获取的快速诊断测定方法，可快速分辨侵袭性细
菌与病毒感染，以支持在卫生服务点即刻做出
医疗决定

开发诊断测定法，以鉴定疑似脑膜炎病例
的主要病原体，并使全球能够利用已开发的
测定法

到2026年，已具备质量有保证、负担得起且易于
获得的多重诊断测试来识别和区分引起脑膜炎
的主要病原体

战略目标8： 制定和实施针对
特定环境的政策，以识别哪些
母亲是B群链球菌携带者，并
诊断婴儿B群链球菌感染，尤
其是在资源匮乏的地区

（与关于B群链球菌预防的战
略目标4、关于B群链球菌监
测的战略目标11、关于人群认
识的战略目标16相关联）

开发适用于资源匮乏地区并负担得起的诊
断测定法，用于(i)母体携带B群链球菌，(ii)
婴儿B群链球菌感染

到2026年，已具备质量有保证、负担得起且易于
获得的诊断测定方法来鉴定(i)母体携带B群链球
菌，(ii)婴儿B群链球菌感染

制定和实施针对具体情况的战略，以诊断母
体携带B群链球菌和婴儿B群链球菌感染，
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地区

到2026年，所有国家都有诊断母体携带B群链球
菌和婴儿B群链球菌感染的战略

到2030年，建议的政策已在80%的国家（包括所
有目标国家）实施

战略目标9： 提供和实施适
当、因地制宜、有质量保证的
指导方针和工具，进行治疗
和支持性护理，以降低死亡、
后遗症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
性的风险

（与关于后遗症管理的战略
目标13、关于影响和支持的
战略目标17相关联）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审查细菌性脑膜
炎辅助疗法（例如甘露醇、类固醇）潜在效益
的证据

到2022年，已审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辅助疗
法的潜在效益+

制定和实施适合区域情况的全面指导方针
和建议的工具，针对所有年龄段人群和细菌
性脑膜炎病因（包括婴儿中的侵袭性B群链
球菌病）的患者治疗和护理，从尽早诊断到
尽早发现、治疗和护理后遗症，应对抗微生
物药物耐药性并与现有指导方针相结合

到2024年，所有区域都能获得针对所有资源环境
制定的关于细菌性脑膜炎（包括婴儿中的侵袭性
B群链球菌病）的治疗和护理循证指南和建议的
工具，并且到2026年，在80%的国家（包括所有目
标国家）予以实施

确保支持性护理所需的有质量保证且建议
使用的抗微生物药物和医疗物资可以在国
家级获取且负担得起

到2028年，超过80%的国家（包括所有目标国家）
都可以获得负担得起并有质量保证的推荐抗微
生物药物和支持性护理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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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战胜脑膜炎：全球路线图

疾病监测
通过监测引起细菌性脑膜炎的所有主要病原体及后遗症来实现目的，指导脑膜炎
控制政策并准确监测实现目标的进展
世卫组织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标准涵盖了三种主要细菌病原体（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乙型
流感嗜血杆菌）。但是，国家对脑膜炎病原体的监测指南并未统一实施，大多数国家也没有建议的B
群链球菌监测指南。在许多国家，薄弱的监测系统阻碍了对疫情的及时发现和应对，并且只能提供
有限的数据来为引进疫苗的决策提供依据。在国际实验室网络和外部质量评估支持的基础上，需要
加强实验室的诊断测试能力，包括分子鉴定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以进行有效的监测。

关于脑膜炎负担的准确数据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无法获得。需要国际层面的疾病数据报告和全基因
组序列储存库来加强全球监测。关于脑膜炎长期影响的数据很少，而且对后遗症的研究和调查（例
如，为了衡量耳聋的患病率）的指导或执行工作也很有限。改进监测对于确立基准数据和衡量实现
路线图目标的进展至关重要。

本支柱的目标是：(i)确保每个国家都具备有效的系统以监测脑膜炎和检测主要的脑膜炎病原体；(ii)
制定和实施侵袭性B群链球菌病监测全球指南，包括针对低收入地区的指南；(iii)规划和开展调查与
研究以确定后遗症的负担。

支柱3的战略目标 重点活动 地标性目标（里程碑）

战略目标10: 确保建立有效
的系统以监测脑膜炎并检测
主要的脑膜炎病原体

（与关于新疫苗的战略目标
2、关于改进诊断的战略目标
6相关联）

审查或制定针对每个区域所有年龄段人群
的主要脑膜炎病原体监测战略（与世卫组织
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标准相一致），包括在
冲突环境和疾病流行情况下的指导，并根据
需要进行修订（战略目标11涵盖了B群链球
菌监测）

到2021年，所有区域都有对主要脑膜炎病原体进
行监测的战略

在流行病学（包括所有年龄段人群）、实验室
能力（包括使用最新的诊断和抗微生物药
物测试）和数据管理方面，在国家层面上采
用、整合和实施主要脑膜炎病原体监测最
低标准

到2025年，在目标国家已实施主要细菌性脑膜炎
病原体监测最低标准，并已纳入国家监测

到2030年，在超过80%的国家（包括所有目标国
家）已得到实施

对主要病原体新出现的耐药模式进行全球
监测，并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网络和控制
战略相结合

到2023年，对主要脑膜炎病原体抗微生物药物耐
药性模式的监测（年度报告、预警）已纳入现有的
全球监测中

在所有区域建立全球协调机制，对细菌性脑
膜炎病原体进行分子监测，以便及时鉴定菌
株并共享信息

到2023年，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
杆菌和B群链球菌脑膜炎菌株的代表性比例（区
域确定的目标）已在全球协调的网络中进行分子
鉴定和数据共享

建立脑膜炎病原体（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
球菌、流感嗜血杆菌、B群链球菌）全球基因
组伙伴关系，鼓励参与，包括共享序列信息
以及相关的临床和流行病学数据，并为菌株
的获取和使用提供明确的管理和政策

到2023年，这四种病原体的全球基因组伙伴关系
已开始运行

到2025年，已为菌株和相关数据的共享、菌株的
获取和使用提供管理和政策

支柱

3



15

支柱3的战略目标 重点活动 地标性目标（里程碑）

战略目标11：制定和实施监
测侵袭性B群链球菌病的全
球战略，包括针对低收入地
区的战略

（与关于B群链球菌预防的
战略目标4、关于B群链球菌
诊断的战略目标

针对B群链球菌的负担（包括长期残疾）以及
通过干预措施（包括潜在的疫苗）可避免的
负担，进行流行病学和经济分析

到2021年，根据全球数据已发布B群链球菌的价
值定位

对全球B群链球菌侵袭性疾病监测进行情
况分析

到2021年，全球B群链球菌病监测的情况分析
已完成

制定全球和区域B群链球菌病监测战略和
工具，包括标准化病例定义、确诊方法和高、
中、低负担的定义。

到2022年，已制定监测B群链球菌病的全球和区
域战略

根据全球/区域战略建立B群链球菌监测
系统

到2024年，在高负担区域已实施B群链球菌监
测，而且到2028年，在中/低负担区域已实施B群
链球菌监测

战略目标12: 规划和开展调
查与研究以确定后遗症的
负担

（与关于后遗症管理的战略
目标13、关于获得病后医护
服务的战略目标14相关联）

制定并实施用于研究和调查的全球战略和
工具，以确立和监测后遗症的负担

到2022年，已制定了衡量后遗症负担的全球研究
与调查战略和工具，而且到2026年已予以实施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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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受脑膜炎影响的人提供支持和护理 
通过确保有效的卫生系统和社区能够及时识别和管理脑膜炎后遗症，并使受脑膜炎影响的个人、 
家庭和护理人员能够获得满足其需求的适当支持和护理服务来实现目的

在细菌性脑膜炎发作后幸存的人中，五分之一可能会有持久的后遗症(8)。常见的后遗症包括癫痫发
作、听力和视力损失、认知障碍、神经运动障碍、记忆力和行为改变以及脑膜炎球菌败血症后的疤痕
和截肢。许多人还将经历一系列不太严重的后遗症，其后果并不总会立即显现出来，例如情感上的
困难。病后医护费用昂贵，家庭可能负担不起。评估后遗症、治疗、康复和后续行动的政策和服务，包
括在社区中，常常缺乏或不足，获得这些政策和服务的机会也不平衡，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对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关于及时发现和管理残疾及抚慰丧亲之痛的适当培训有
限，从社区到医院的所有层面保健中的受训人员数量也不足。考虑到脑膜炎的全球分布情况，必须
建立和加强卫生系统，确保能够为有需要的每个人提供必要的护理和规划支持。需要加强教育机构
的能力，需要建立与卫生保健服务的联系，以培训卫生工作者和社区成员，使他们能够尽早识别脑
膜炎在发育、社会心理和认知方面的后遗症。

本支柱适用于任何起因的脑膜炎。目标是：(i)在卫生保健机构和社区环境中加强尽早识别和管理脑膜
炎后遗症；(ii)为受脑膜炎影响的个人及其家人和护理人员提高适当护理和支持的可得性和可及性。

支柱4的战略目标 重点活动 地标性目标（里程碑）

战略目标13:
在卫生保健机构和社区环境
中加强尽早识别和管理脑膜
炎后遗症

（与关于改进治疗的战略目
标9、关于后遗症负担的战略
目标12、关于获得病后医护服
务的战略目标14相关联）

进行以下方面的研究：(i)后遗症对儿童、
成年人及其家庭/护理人员的社会经济影
响；(ii)病后医护服务/支持干预措施在减少
影响方面的有效性

到2023年，已完成并发表关于病后医护服务/支
持干预措施在减少影响方面有效性的研究

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制定并实施关于
出院后在所有层面的保健和社区环境中（例
如在学校）发现、监测和管理脑膜炎后遗症
的最佳实践指南（包括提高对残疾的认识和
加强沟通技巧） 

到2024年，已具备关于系统发现、监测和管理脑
膜炎后遗症的全球指南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使用，而且到2026年，在超过50%的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中得到采用和实施（与关于指南的
战略目标9相结合）

促进基于社区的规划，以便：

(i)根据标准化手段（特别是针对儿童发育和
听力）确定后遗症和残疾，并转诊进行评估
和适当护理；

(ii)为受脑膜炎影响的个人、家庭和社区提
供护理、支持和病后医护服务，例如社会心
理支持

到2028年，在超过50%的国家（包括所有目标国
家）已建立基于社区的后遗症和残疾识别系统以
及评估和护理转诊系统

到2028年，超过50%的国家（包括所有目标国家）
已将针对脑膜炎长期受损者的社区服务纳入残
疾人融入社会的现有行动中

4

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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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4的战略目标 重点活动 地标性目标（里程碑）

战略目标14: 为以下人提高
适当护理和支持的可得性和
可及性：(i)受脑膜炎影响的
人；(ii)其家人和护理人员
(与关于后遗症负担的战略目
标12、关于后遗症管理的战略
目标13、关于影响和支持的战
略目标17相关联） 

绘制国家可用于以下方面的现有服务和支
持系统示意图：(i)患有残疾（包括脑膜炎后
遗症）的儿童和其他人，(ii)受脑膜炎影响者
的家庭/护理人员；在可能的情况下，让残疾
人组织及其它网络参与工作，确定可及性、
可得性和使用方面的障碍，并进行差距分析
以改进服务的提供

到2023年，已绘制用于以下方面的服务和支持
系统示意图：(i)包括脑膜炎后遗症在内的残疾
人，(ii)已康复或死亡的脑膜炎患者的家庭/护理
人员，并在80%以上的国家（包括所有目标国家）
已进行差距分析

到2024年，差距分析已完成，并与战略目标13相
关联 

加强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包括残疾人组织
及其它网络）之间的伙伴关系，使受后遗症
或残疾影响的人、其家庭/护理人员和因脑
膜炎而失去亲人者能够获得与国际人权标
准和框架接轨的高质量和有效服务

到2025年，已制定促进受脑膜炎影响的人获得
社区康复和居丧服务的战略，而且到2028年，超
过50%的国家（包括所有目标国家）已制定政策

向受脑膜炎影响的个人和护理人员提供最
新的相关信息，使他们了解获得后遗症治疗
服务的机会及国家政策和法律，以及全球人
权文书所保障的残疾人权利。  

到2027年，超过50%的国家（包括所有目标国
家）通过新闻媒体、社交媒体、学校、社区机制等
向受脑膜炎影响的人提供关于获取服务和支持
的最新相关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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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战胜脑膜炎：全球路线图

宣传和参与  
与伙伴合作，提高公众和政治上对脑膜炎及其影响（包括造成残疾的可能性）的认
识，以便加强求医行为以及获得预防和护理的机会 
Advocacy can drive lasting change and makes the case for that change. Advocacy goals for 宣传
可以推动持久的变化，并为这种变化提供依据。脑膜炎的宣传目标包括加强预防脑膜炎，改进诊断和
治疗以及为罹患脑膜炎的人及其家人提供更好的支持和病后医护服务。向全体人口和高危人群提供
关于脑膜炎的一般信息，改进对卫生工作者的教育和培训，以及向受脑膜炎直接影响的人及其家人和
社区提供具体信息，都可以在战胜脑膜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却经常做得不够。在信息方面，脑膜炎
提出了特定的挑战。该病迅速发作，几乎没有时间采取行动，因此在预防、尽早管理和后遗症方面，更
加需要有适合不同受众的准确和有针对性的信息。该病经常与其它发热性疾病（如疟疾）混淆，还可能
呈现为败血症或脑炎，从而增加了对卫生工作者资源和培训的需求。残疾是脑膜炎后生活的常见特
征，这意味着良好的病后医护服务信息至关重要。有效的信息可以使人们意识到有必要根据对脑膜炎
征兆和症状的了解寻求帮助，并会增加人们对疫苗接种和病后医护服务的需求。

脑膜炎的宣传目标应纳入作为国家优先事项的许多其它全民健康覆盖目标，包括卫生安全、促进残疾
人平等待遇和机会以及减少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本支柱的目标是：(i)确保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资助者和决策者认识到，战胜脑膜炎的路线图是优
先事项，并已纳入国家各级的计划；(ii)确保所有人群了解脑膜炎的症状、征兆和后果，使他们寻求适当
的卫生保健；(iii)确保并提高社区对脑膜炎影响的认识以及对脑膜炎后可获得的支持的认识；(iv)确保
人们和社区知道如何获得脑膜炎疫苗、其它预防措施和脑膜炎后的支持，并确保他们珍视和要求获得
这些措施；(v)对疫苗保持很高的信心。

支柱5的战略目标 重点活动 地标性目标（里程碑）

战略目标15: 确保国家、区域
和全球各级的资助者和决策
者认识到战胜脑膜炎的路线
图是优先事项，并已纳入国家
各级的计划

（与关于卫生保健权的战略
目标18相关联）

通过国家和国际倡导者、民间社会组织、宣
传团体和卫生保健提供者，包括残疾人部
门，提高资助者和决策者对脑膜炎作为一项
卫生优先事项的认识

到2020年，已制定并定期更新全球脑膜炎情况
一览表，以显示脑膜炎的负担、其影响和全球路
线图的进展情况

到2022年，脑膜炎和相关影响已纳入世卫组织（
全球和区域）、发展组织和捐助方的所有相关战
略与业务计划和预算中，并已具备监测进展情
况的计划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特别是在免疫和
残疾人部门，确定并创造战略、实施以及与
其它举措沟通等关键活动之间的协同增效
作用

到2020年，已制定脑膜炎路线图的全球合作框架

到2023年，已建立有效的机制，以协调技术支
持、资源筹集以及免疫和残疾人部门之间的伙
伴关系

根据路线图，为投资于疫苗、监测、诊断和治
疗脑膜炎以及预防和管理后遗症提供业务
依据，供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包括残疾人
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决策者和资助者使用

到2020年，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已提供并推
广业务投资依据以筹集资源，并有可能根据进展
情况进行调整

5

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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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5的战略目标 重点活动 地标性目标（里程碑）

各国对脑膜炎及其影响进行需求评估，制定
解决差距并与全球路线图保持一致的国家
行动计划

到2022年，所有目标国家都已对脑膜炎及其影
响进行了需求评估

到2024年，所有目标国家按照其国家卫生战略、
预算和全球路线图，已根据国情制定到2030年
的脑膜炎行动计划和监测框架

制定沟通和参与战略，提高全球对世界脑
膜炎日及其它全球卫生主题日期（例如败血
症、B群链球菌、脑瘫、残疾）的认识，调整信
息以适应政策制定者和广大公众，并筹集资
金以促进支持路线图的活动

到2021年，已制定沟通和参与战略，从国家的角
度定义了政策变化的主要听众、宣传信息、渠道、
驱动因素和障碍

到2022年，世界脑膜炎日和相关的全球卫生主
题日期已得到全球决策者/资助者的明显认可，
被80%以上的国家（包括所有目标国家）用来评
估/促进路线图的进展，并通过世界各地有人情
味的故事和最佳做法分享经验教训

战略目标16: 确保所有人群
了解脑膜炎的症状、征兆和后
果，使他们能够寻求适当的
卫生保健

（与关于改进诊断的战略目
标6、关于B群链球菌诊断的
战略目标8相关联）

开展综合沟通规划和活动，以提高人们对脑
膜炎和败血症的风险、症状、征兆和后果以
及建议的求医反应的认识，并提高社区对B
群链球菌病和预防的认识。

到2023年，在超过80%的目标国家已开展脑膜
炎和败血症宣传运动，并与现有的卫生宣传活
动相结合

研究社区对脑膜炎风险以及促进或阻碍脑
膜炎求医行为的因素的了解，并将行动纳入
国家计划以解决发现的问题

到2025年，关于社区对脑膜炎以及促进或阻碍
脑膜炎及其后遗症求医行为的做法的了解，已发
表有区域针对性的研究

到2026年，根据已发表的研究报告，已更新国家
行动计划

战略目标17: 确保并提高社
区对脑膜炎的影响以及脑膜
炎后可获得支持的了解

（与关于获得病后医护服务
的战略目标14相关联）

支持国际残疾人日的全球和全国性运动，以
加强和提高社区对残疾的认识，并应对导致
歧视和不尊重残疾人的重大态度障碍

提高对后遗症/残疾数据收集新系统以及现
有支持性服务和专家服务的了解

到2025年，在超过80%的国家（包括所有目标国
家），已提高对国际残疾人日的认识，以加强社区
对与脑膜炎相关的残疾以及现有支持性服务和
专家服务的了解

战略目标18：确保人们和社
区知道如何获得脑膜炎疫苗、
其它预防措施和脑膜炎后的
支持，并确保他们珍视和要求
获得这些措施
(与关于疫苗覆盖率的战略
目标1、关于疫苗战略的战略
目标3、关于B群链球菌预防
的战略目标4、关于优先考虑
脑膜炎的战略目标15、关于
疫苗信心的战略目标19相
关联）

确定、鼓励和支持正在或可能促进受脑膜
炎（包括后遗症）影响者利益的民间社会组
织，并邀请各方通过其社区以及与国家和区
域主管当局及民间社会组织国际网络的合
作，参与实现路线图的目标

到2025年，在超过50%的目标国家，公民在国家
脑膜炎年度计划中已有参与并提供了意见

研究社区对当前和新型脑膜炎疫苗（例如，
孕产妇免疫接种（当能用于B群链球菌时））
及其它预防战略的了解

到2025年，已开展研究，而且到2028年，（取决于
疫苗的可得性）已促进了孕产妇的B群链球菌疫
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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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5的战略目标 重点活动 地标性目标（里程碑）

战略目标19：保持对疫苗的
高度信心

（与关于疫苗覆盖率的战略
目标1、关于流行病应对措施
的战略目标5、关于卫生保健
权的战略目标18相关联）

制定风险和沟通战略，解决获取、接受疫苗
和形成需求等问题

为新疫苗和现有疫苗制定风险和危机沟通
计划，以解决不能准确通报不良事件的潜
在情况

到2023年，已制定风险和沟通战略以解决疫苗
的获取、接受和需求问题，已纳入国家计划，并已
在50%以上的目标国家中实施，而且到2026年，
已在80%以上的目标国家中实施

©
 Sol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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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全球行动的联系
《战胜脑膜炎路线图》的多病因、多学科性质为与其它全球

项目和行动建立联系提供了机会，这可以推动朝着共同或互
补目标加速进展。战胜脑膜炎的技术工作组正在积极努力，
确定可能互补的行动，并将与这些行动建立和保持联系，以
确保尽可能地使目标与综合方法保持一致。

与《战胜脑膜炎路线图》具有潜在协同作用的行动可分为几
类。

维持积极的协作:

· 世卫组织败血症规划
·  B群链球菌疫苗开发技术路线图
·  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监测系统（GLASS）
·  世卫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疫苗项目 
· 世卫组织一揽子康复干预措施
· 世卫组织耳聋和听力损失规划
· 疫苗可预防疾病全面监测全球战略
·  世卫组织全球侵袭性细菌性疫苗可预防疾病实验室网络
· 获取疫苗的市场信息（MI4A）
· 2030年免疫议程 
 – 全球疫苗行动计划 后继行动

保持沟通以发现潜在的未来机会：
·  促进开发性传播感染疫苗的全球路线图
·  日本脑炎预防和控制规划（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  

东南亚区域办事处)

共享信息以提高《战胜脑膜炎路线图》或我们的目标/具体目
标的可见度：

·  世卫组织全球卫生研发观察站
·  人人享有健康生活和福祉全球行动计划
· IMPRINT——孕妇和婴儿免疫网络
· BactiVac网络
·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疫苗中心
· 全球国家免疫技术咨询小组网络（GNN）

维持对行动材料和活动的认识：

· 肺炎与腹泻病全球行动计划
·  针对儿童的医院诊疗手册（下一版）
· 世卫组织全民健康覆盖一揽子计划
·  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每个妇女，每个儿童）
· 每个新生儿行动计划
· 2016–2030年非洲卫生战略
· 世卫组织卫生人力资源全球战略
· 残疾人权利公约

确定合作潜力：

· 全球肺炎球菌测序项目
·  世卫组织艾滋病毒规划 关于隐球菌病的部分
· 终止结核病战略
· 2019–2030年世卫组织全球流感战略
·  世卫组织严重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下的疫苗接种：决策框架
·  疫苗和免疫全球联盟加强卫生系统和免疫的支持框架
·  全球卫生安全议程
·  CEPI（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
· 推进孕产妇免疫（AMI）
· 全球疫苗接受和需求中心
· 息息相关联盟
·  发热诊断项目（国际医疗行动联盟、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

织、国际药物采购基金）
· 世卫组织医疗器械规划
· 非洲推进诊断方法协作机制（AFCAD）
· 疫苗信心项目
· 2018–2030年儿童基金会免疫路线图
·  在美洲消除艾滋病毒和梅毒母婴传播（泛美卫生组织）
· 脑膜炎组织联合会（COMO）
· 世卫组织基本药物规划
· 地区卫生信息系统-DHIS2疾病负担模块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8704/WHO-IVB-17.10-eng.pdf;sequence=1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s://www.who.int/teams/immunization-vaccines-and-biologicals/product-and-delivery-research/vaccine-development/anti-microbial-resistance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rehabilitation#tab=tab_1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hearing-loss#tab=tab_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s://www.who.int/teams/immunization-vaccines-and-biologicals/strategies/ia2030
https://www.who.int/teams/immunization-vaccines-and-biologicals/strategies/global-vaccine-action-plan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64410X16301700?via%3Dihub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64410X16301700?via%3Dihub
https://www.who.int/Westernpacific
https://www.who.int/southeastasia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www.rw.one.un.org/publications/global-action-plan-healthy-lives-and-well-being-all
https://www.imprint-network.co.uk
https://www.birmingham.ac.uk/research/immunology-immunotherapy/research/bactivac/index.aspx
https://www.lshtm.ac.uk/research/centres/vaccine-centre
https://www.nitag-resource.org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s://www.who.int/maternal_child_adolescent/documents/child_hospital_care/en/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universal-health-coverage#tab=tab_1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s://au.int/en/documents/30357/africa-health-strategy-2016-2030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isabilities/convention-on-the-rights-of-persons-with-disabilities.html
https://www.pneumogen.net/gps/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hiv-aids/#tab=tab_1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hiv-aids/#tab=tab_1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programmes_systems/policies_strategies/vaccination_humanitarian_emergencies/en/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s://www.gavi.org/programmes-impact/programmatic-policies/hsis-support-framework
https://www.gavi.org/programmes-impact/programmatic-policies/hsis-support-framework
https://ghsagenda.org/
https://cepi.net/
https://cepi.net/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newsroom/news_Path_collaboration_maternal_immunization_mic/en/
https://justactions.org/campaign/every-breath-counts-coalition/
http://justactions.org/campaign/every-breath-counts-coalition/
https://unitaid.org/news-blog/new-projects-aim-to-better-identify-critically-ill-children/#en
https://unitaid.org/news-blog/new-projects-aim-to-better-identify-critically-ill-children/#en
https://unitaid.org/news-blog/new-projects-aim-to-better-identify-critically-ill-children/#en
https://www.who.int/medical_devices/en/
https://au.int/en/pressreleases/20181116/africa-centres-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and-partners-launch-africa
https://www.vaccineconfidence.org/research
https://www.unicef.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1/UNICEF_Immunization_Roadmap_2018.pdf
https://www.paho.org/hq/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3744:emtct-recent-news&Itemid=42444&lang=en
https://www.comomeningitis.org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https://www.who.int/home/cms-decommiss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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