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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 TDR 秘书处根据外部评估结果、在 TDR 联合协调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的指导下撰写而成。期间

听取了主要管理部门与外部专家的意见（包括疾病控制和资金捐赠机构、疾病流行国家和非流行国家的研究人员，

公立和私营合作伙伴及私营部门），并咨询了 WHO 内部各部门和区域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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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卫生研究日益被认为是减轻贫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关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The UNICEF/UNDP/World 
Bank/WHO Special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Tropical Diseases，TDR）于 1975 年

成立，其宗旨是支持开发抗击贫困所致热带病的新工具，加强受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科研能

力。 

TDR 已经有效地开展了有关工作，值得为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骄傲。然而，在过去的数十

年，研究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 TDR 本身的努力带来的：(i)传染病的

流行病学正在发生变化，一些疾病趋于消除，而另一些则为新出现或重新出现的疾病；(ii) 在
本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行动倡议和行动参与者，这既提供了新的动力，也形成了更为复杂的

研究环境；（iii）疾病流行国家的研究能力得到了加强，但在确定全球研究规划和优先领域方

面却日益滞后；(iv) 优先研究领域需求的覆盖面不够，有些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被忽视了。

TDR 已做好准备并正进行改革以迎接由于这些研究环境的变化而带来的重要挑战。 

远景 

TDR 新的远景和战略的提出是为了应对新的研究环境，也是为了满足使全球性集体研究更加

有效和更切合疾病流行国家优先领域设置的需要。 它也认识到，疾病流行国家必须在研究和

重点确定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的针对性、可持续性，并对贫困人群的

健康产生有利的影响。 

因此，今后十年，TDR 的新远景是促进： 

针对贫困所致传染病的有效的全球研究工作， 
使疾病流行国家发挥关键作用 

战略 

为了实现这一新的远景，TDR 将采取三方面策略措施：为研究伙伴提供合作框架和信息服

务；使疾病流行国家（DECs）的科学家能够成为研究的领导者；支持被忽视而又有优先需求

领域的研究。由此而形成的以下三项战略功能将成为 TDR 未来十年中各项活动的基础: 

 

1 为针对贫困人群传染病的研究提供管理服务（Stewardship）：承担的主要新角色是促进者

和知识管理者，支持需求评估、设定优先重点领域、分析工作进展和宣传倡导，以及为

合作各方提供用以讨论和协调行动的中立平台。 

2   赋能（Empowerment）于 DECs 的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跳出传统的研究培训模

式，提高个人、机构和国家层面的领导能力，以便使 DECs 能够更好地启动和领导研究工

作、加大在国际卫生研究中的参与力度，有效地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政策和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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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被忽视而又有优先需求领域的研究。这些需求尚未得到其他合作方的充分重视 。此项工

作将主要强调以下三项研究功能：  

a) 促进产品发现和开发的创新活动 

b) 促进实际工作中的干预措施的开发和评估研究 
c) 促进对干预措施获取途径的研究 

其他战略性考虑 
• 疾病范围：目前 TDR 的重点是 10 种疾病1，要将这些疾病同贫困人群中的其他被忽视的传

染病分离出来，在操作方面越来越显得不切实际。因此，TDR 将覆盖更多的贫困所致传

染病，但在这一更加宽泛的疾病范围中，将重点开展数量有限、目的十分明确的活动。 

• 区域需求：TDR 将更好地满足区域需求，加强区域对 TDR 政策和战略的影响力、加强区

域管理服务和能力建设以及对区域研究活动的支持。 

• 与包括 WHO 在内的共同发起机构的战略关系：要进一步加强与所有共同发起机构的合作

关系，与 WHO 的联系十分关键。WHO 正在将研究列为更高的优先重点并在制定研究战

略。TDR 的管理服务和能力建设应与 WHO 的既定研究目标相一致。恰当定位后， TDR
将能够成为 WHO 和其他共同发起机构在传染病研究方面的主力。 

战略的实施 

业务领域 

为了有效地实施新的战略，TDR 将其工作调整为有限的数个明确描述的业务领域，每个业务

领域都有 终目标和业务计划，详细说明可获得的成果、里程碑事件、时间表、负责人和合

作伙伴。各业务领域的确立、评估和终止都将根据明确的需求标准、效果和进展而定。这种

方法将确保更有效、更负责任的管理和实施，将更便于与合作者的交流互动。 

监测和评估 

将针对战略功能和业务领域的进度、结果和影响以及管理和实施的效率和重要交叉问题（如

性别的主流化）制订监测和评估的指标。 

财政资源 

上述战略需要大量增加资金来源。为了有效实施管理服务和赋能的功能以及开展各业务领域

的工作，至 2012 年，年度预算可能是 TDR 目前 5 千万美元的两倍。如果这一战略得以实施，

正如一些利益相关者所建议的，TDR 将进一步探索如何扩大其国际作用。 

 

                                                 
1 TDR 初只针对 8 种疾病（非洲锥虫病、恰加斯病、利什曼病、麻风病、淋巴丝虫病、盘尾丝虫
病、疟疾、血吸虫病、），2000 年增加了登革热和结核病。 近，TDR 也开展针对性传播疾病的诊
断和促进扩大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HIV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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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贫困、人类发展和卫生研究 

贫困为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并阻碍了受影响人群获得适当的预防和治疗。另一方

面, 传染病又主要影响着贫困人群，并且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人们已经日益认识到：

不良的健康状况是影响发展的障碍，控制传染病是减轻贫困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MDGs）的先决条件。所有的 MDGs 都与传染病直接或间接有关，直接的如

HIV/AIDS、疟疾和其他传染病（MDG 6）、儿童死亡率（MDG 4）和产妇保健（MDG 
5），间接的如传染病可影响生产和学习、使妇女蒙受羞辱和加重负担、在城市贫民区和

难以获得基本药物的贫困人群中蔓延。 

传染病和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很难被打破。当前亟需开发更有效的工具和策略来抗击贫

困人群中的传染病，以帮助实现 MDGs。人们日益认为，研究（尤其是加强发展中国家

的研究能力和研究领导能力）不仅是增进健康, 而且也是实现经济和人类发展的一项重要

内容（附录 1）。 

TDR  — 一项特别的规划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

划 (TDR, The UNICEF/UNDP/World Bank/WHO Special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Tropical Diseases) 创建于 1975 年，作为整合针对贫困人群传染病的研究力量

和能力建设的机构，其目标是改善贫困人群的健康，消除阻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传染

病。TDR 在这方面开展的工作卓有成效，主要得益于通过 TDR 合作活动开发的各种工

具和策略。作为公共卫生问题， TDR 的 5 种疾病现已列入全球或区域的疾病消除目标。

一项 SWOT（stress, weakness, opportunities, threats）分析的结论是：TDR 有坚实的、经

过证明的科学技术和有效的国际网络基础；TDR 必须克服自身的一些弱点（如行政管理

过度）；由于研究环境发生变化，TDR 在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国际

作用（附录 2）。 

变化了的环境和新的战略挑战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针对贫困所致传染病的研究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i) 传染病的

流行病学正在发生变化，一些传染病正趋于消除，而另一些则为新出现或重新出现的疾

病。(ii) 在本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行动倡议和行动参与者（部分是由于 TDR 的孵化活动

和支持的结果），这既提供了新的动力，也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研究环境。(iii) 疾病流行

国家的研究能力得到了加强，但在确定全球研究规划和优先领域方面却日益滞后。(iv) 
优先研究领域需求的覆盖面不够，有些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被忽视了，尽管这些研究领

域对于全球研究工作所产生的 终健康影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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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为有效开展全球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但同时也是新的挑战。而目前工

作分散、涉及的疾病流行国家数量有限，而且忽视了某些重要的研究领域。 

TDR 已做好准备迎接这些挑战。为使工作更为有效，TDR 需要修改和发展其远景、战略

及运作方式。作为一项特别的规划，在以科技实力、价值标准和委托授权为基础的同时，

通过广泛评议、与许多利益相关方协商和讨论，并在 TDR 的管理层和科学咨询机构的指

导下，TDR 已经制定了新的远景和战略，以应对这些关键挑战和传染病研究的优先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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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DR 未来十年远景和战略 

TDR 新远景正是针对传染病研究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要刻不容缓地使集体的全球研究工

作更有效和有序地满足疾病流行国家疾病控制的需要。同时也认同，在确定研究和优先领

域方面，疾病流行国家需要发挥领导作用，从而保证研究的针对性、可持续性和对贫困人

群产生 理想的健康影响。 

 

 

 

远景  

 

未来 10 年 TDR 的远景是促进：  

 

针对贫困所致传染病的有效的全球研究工作， 
使疾病流行国家发挥关键作用 

 

TDR 致力于有特色地通过与其他合作伙伴协作开展全球研究工作实现其战略，但是将以

新的方式工作。TDR 越来越需要成为促进者，支持所有的合作伙伴，使针对贫困人群传

染病所开展的集体研究工作实现 优化，并帮助疾病流行国家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

TDR 之所以可以发挥这样一种管理服务的作用，是因为它与疾病流行国家、科学界和

WHO 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认为 TDR 结合了科研能力、工作网络和经验，其管理体制

为各疾病流行国家提供了平等参与决策的机会。 

TDR 也做好准备开展那些被忽视而又有优先疾病控制需求的研究工作。在过去的 30
年，TDR 的主要长处是开展以影响为导向的研究工作和能力建设活动，并取得了许多实

实在在的成就，改变了疾病控制的管理方式，减少了疾病负担，挽救了无数生命。TDR
在相关的研究领域有独特的经验、专业技术和研究工作网络，它在疾病和实用专业技术

方面的广度有利于通过综合的、多学科的途径解决相关问题。TDR 正在整合其研究和能

力建设活动，以确保疾病流行国家的科学家能在其资助和协调的研究中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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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为了实现这一新远景，TDR 将采取三方面策略措施，其目标分述如下： 

• 为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合作伙伴提供合作框架和有关全球研究需求和活动的信息

服务。 

• 加强疾病流行国家研究人员的科研和管理能力，使他们成为研究工作的领导者，并在

确定研究领域的优先需求和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卫生政策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 支持有疾病控制优先需求却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研究工作。 

 

这些目标意味着 TDR 的三项主要战略功能： 

1. 管理服务（Stewardship）所承担的主要新角色是促进者和知识管理者，任务是：

为合作伙伴提供一个讨论和协调研究活动的中立平台；提供有关全球研究需求、

活动和进展的 新分析和在线信息服务；通过使疾病流行国家发挥领导作用和特

别强调性别问题这一过程，促进循证地确定优先领域；倡导开展针对贫困人群传

染病的研究以及协助将疾病流行国家的优先需求作为全球卫生工作的重点。 

2. 赋能（Empowerment）于疾病流行国家的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跳出传

统的研究培训模式，提高个人、机构和国家各层面的领导能力，以便使疾病流行

国家能够更好地启动和领导研究工作、加强在国际卫生研究中的参与力度，有效

地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家/区域的政策和实践活动。 

3. 对被忽视而又有优先需求的领域的研究（Research on neglected priorities needs）

重点支持那些尚未得到其他合作方的充分重视而又有优先需求的创新性研究，包括

的范围从发现性研究到实施性研究，但要显著增加对实施性研究的支持。管理服务

和赋能这两个功能将深入所有这些对研究的支持活动，TDR 也将促进其他合作伙

伴进入这些被忽视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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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功能  

在管理服务、赋能和被忽视的优先研究这三项战略功能方面，TDR 将注重以下活动： 

管理服务  

TDR 将为合作伙伴提供一个讨论和协调研究活动的中立平台，审视全球在贫困人群传染

病研究方面的进展。TDR 将促进对贫困人群传染病的全球研究重点需求取得共识，并帮

助明确相应的研究议程。这就需要有可靠的信息，在取得集体共识的基础上，循证地确 
定优先领域。在此过程中，疾病流行国家将发挥领导作用。研究“热点”将突出未满足的

需求、新的机遇或有争议的问题。 

TDR 将扩展其知识管理和知识共享活动以支持这些合

作。这将使所有合作伙伴能够获得有关证据，也是为各

资源提供方的一种服务。TDR 将提供拥有 新信息、

与传染病研究相链接的在线知识平台，使疾病流行国家

的科学家易于获取原始文献。TDR 还准备每两年发布一

份关于全球贫困国家传染病研究进展的报告，同时可能

将其出版物与两年一次的利益相关各方会议相结合。 

TDR 将特别重视疾病流行国家确定优先研究的过程以及

将研究结果应用于实践的转化工作；将支持各区域对研

究需求和优先重点进行分析，考虑成立热带医学和卫生区域联盟；将探索 佳的实践方

式，以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机制的方式，协助各国确定传染病的研究议程。将特别关注

性别问题，包括优先重点本身和确定优先重点的过程。TDR 将在这些活动中，就科学方

面与其他组织开展合作。 

影响 

− 全球对优先研究需求达成

一致 

− 协调全球的研究工作 

− 公平获取卫生研究信息  

− 疾病流行国家政府对卫生

研究的支持  

通过管理服务这一功能，TDR 将成为开展全球贫困人群传染病研究和针对被忽视的优先

研究的宣传倡导者。TDR 将和合作者一起建议各国卫生部、科学技术部以及区域性组

织，对疾病流行国家的传染病研究给予更大、更持续的支持。它也将和 WHO 的区域办

事处、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 TDR 的共同发起机构一道为

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赋能  

人员培训虽然很重要，但这不过是可持续性能力建设的第一步。达到完全可持续发展的培

训应当具有战略性，并应以机构需求及更广的研究目标为基础（TDR 开展的培训项目要

求人员回到原机构的“返回率”超过 90%）。第二步就是要应充分并恰当地利用科研能

力，以确保可持续性。既要获得适当的经验、领导能力和权力，也要获得从受训者（学

员）转变为训练者（教员）的能力。 好的办法也是通过研究和机构发展的战略途径来实

现。在更广泛的人力资源讨论中，重要的是发展卫生研究的人力资源，实现更多的两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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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认识到卫生研究是卫生系统重要而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后，真正的赋能和自主权正是通过这种

集体发展和各研究机构和国家的启动、管理和指挥

研究的能力，以及依靠自己形成的资源而实现的。 

以上描述的赋能概念将渗透于所有 TDR 开展的工

作， TDR 将在成功加强研究能力的基础上，将能

力建设工作提高到更高水平，更强调高级研究培训

和课程开发，例如研究规范、研究的规划和管理及

技术转让。TDR 将在加强卫生研究领导的能力建

设方面开始新的努力，这是对国家需求的回应。它

包括加强在确定优先重点和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

和实践方面的能力。 

影响 

− 疾病流行国家在确定卫生研究优

先领域方面的领导作用 

− 由疾病流行国家的科学家及机构

牵头的高质量研究 

− 疾病流行国家与研究合作者的有

效磋商 

− 将研究成果有效地用于政策和实

施 

− 可持续的区域性研究和知识网络 

在适当时，TDR 将支持疾病流行国家建立研究网络，这样的网络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

加强重点研究和知识管理技能，例如，开展与生物信息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有关的研究、

为医学编辑和伦理评审或某些重要疾病（如疟疾多边行动倡议，the Multilateral Initiative 

for Malaria）提供规范。就特性而言，其中许多网络是以区域为基础的。TDR 还将建议各

国在申请全球卫生项目，如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GFATM）时要包括加

强关键卫生研究的活动。 

TDR 将继续支持基础、应用及实施性研究中的知识和研究能力的发展，还将扩大到在重

点和高需求领域方面的培训，后者将科研管理，磋商和网络技术融为一体。研究培训以

TDR 研究功能所资助的优先研究项目为主流，将在确定和资助有前途的女科学家方面做

出特别努力。重点培训将以规范的方式进行。机构加强工作将着眼于可持续性，提升区域

培训能力和提高卫生部的研究队伍的能力。培训也将特别关注那些英语不是其主要交流语

言的研究者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非学位奖学金项目将扩大资助优先研究项目中的战略性

实际操作培训。培训将不再强调以开放需求为导向的资助模式，但仍将保持对更高等级培

训的重点支持。区域性的小额资助项目将继续作为新的总体战略定位的一个部分予以鼓

励。TDR 将协调与其他关键组织，如卫生研究促进发展委员会（COHRED），维康研究

基金（the Wellcome Trust），欧盟委员会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福格蒂国际中心（the 

Fogarty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NIH）的赋能和能力建设活动。 

针对被忽视的优先领域的研究  

TDR 将通过以下研究功能中具有相对优势的集中和有时间限定的活动，对被忽视的优先

领域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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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促进产品发现和开发的创新活动，强调疾病流行国家的参与 

虽然产品开发合作伙伴重点关注的是疾病控制工具

（尤其是药物）的开发，但仍需要通过更有效的 
“转化型研究”，将先导化合物（先导物, leads）传

递至开发工作流程；仍需要疾病流行国家（DECs）
的科研人员更多地参与产品研发。TDR 将通过进一

步建立制药公司、学术界和疾病流行国家研究单位

之间的网络，与其他研究机构和合作伙伴合作并补

充他们的工作，以发现有关药物和诊断技术的新先

导物。在适当时将有希望的新先导物转给其他组

织；如果这些先导物重要，但未能得到这些机构的

足够重视，TDR 可能继续进行跟踪。 

影响 

− 发现有前景的先导物，并转

让给产品开发合作伙伴  

− 建立有效的南－北公立私营

创新网络  

− 由疾病流行国家的机构管理

产品研发 

− 有效利用本地医药知识 

由于从事产品开发的合作伙伴正在大量投资于疟疾、结核病和其他一些疾病，TDR 将不

再开发疟疾和结核病的一般产品，而重点支持那些尚未受到其他合作伙伴足够重视的被忽

视的传染病的产品开发。但是 TDR 依然开放与各种组织在所有疾病方面的合作，只要这

样的合作能加强疾病流行国家在他们项目中的领导能力，并建立可持续的研究能力，而这

些能力将在重点资金资助之外的领域得以继续保持，如支持临床试验方面的工作。 

加强疾病流行国家的创新工作和产品研发将是新的重点，TDR 将寻求在这些国家的产品

研发机构中发起和支持创新行动，并帮助编写资金申请建议书。在进行此项工作时，应注

意评估和发展本土的知识， 如草药疗法。适当时，TDR 将作为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中间

人。 

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TDR 将通过召集会议、中介代理和对研究和支持活动重点给

予资助，在发现和开发疾病媒介控制工具的全球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开展合作和发挥获取资

助和支持的杠杆样作用。 

TDR 将与 WHO 的“疫苗研究行动倡议”（the Initiative for Vaccine Research）一起, 支持

进行疫苗的研究和开发。但在短期内，疫苗领域的研究很可能依然是有限的。 

b.  促进用于实际工作中的干预措施的开发和评估研究 

被忽视的研究领域之一是用于实际工作中以及公共卫生背景下的新干预措施和干预策略

的开发、评估和改进。这类重要的研究可以为疾病流行国家是否依据可靠信息做出政策决

定（使用哪些产品，如何使用，何时使用及如何优化其公共卫生效用）提供所需要的证

据。由于来自产品开发合作伙伴的干预工具的研发工作流程线不断增多，这类研究，包括

大规模的临床 IV 期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在不久的将来会特别需要。TDR 有促进这类卫

生政策导向性研究的经历，如疟疾的青蒿素联合疗法和梅毒即时（床旁）诊断技术。 尤
其是由于 TDR 对产品开发本身的强调程度有所下降，业已做好准备在产品开发合作伙伴

的以产品为导向的研究和各国所需要的以公共部门政策为导向的研究之间发挥联系、协商

和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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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R 将扩展该领域的研究活动和合作伙伴关系，更

注重产品评估（特别是诊断技术、药物联合使用以及

新的治疗策略）和在脆弱人群（如孕妇）中的评估工

作，而其他机构可能不太愿意开展这类研究。 TDR
将支持有可能导致加强病例管理的由基本假设驱动的

临床研究。 

有关新的和现有产品在实际工作中的使用效果及适当

应用的研究将会十分重要。这包括针对干预措施的成

本—效益进行的专门研究，以及开发能增加有效性的

经改进的干预策略的研究。 

流行病学研究将侧重于开发经济有效和可持续的疾病

预防策略，确

新战略。 

− 为卫生政策

作中干预工

效性证据的

− 针对被忽视

预工具及策

− 经济有效的

疾病的策略

− 疾病流行国

的领导能力

c.  促进对干

实施性研究可

成功完成传统

多问题阻碍了

究可以发挥关

控制产品发挥

（ComDT）以

制产品以及有

性研究。 

TDR 的研究工

前这是疾病控

时的一些重要

涉及为各国相

国际和双边机

研究人员与疾

定成功的战略

重要，TDR 致

实施性研究的

都是来自疾病

在疾病流行国

控制规划的紧

究的文化氛围

社会科学将在

其不仅能提供

关于有效实施

获取干预措施
影响 

提供有关实际工

具的安全性和有

信息  

的疾病的有效干

略 

消除疾病和监测

 

家在干预研究中

 

 

定利用现有的工具和措施是否能够及如何消除疾病，并制订传染病监测的创

预措施获取途径的实施性研究. 

产生使有效干预措施惠及有需要的人群这个艰巨任务的创新性策略。许多已

研发过程的产品 终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主要归咎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诸

它们的可获取性。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帮助解决重大实施性问题方面，研

键作用。经验表明它可以视情况发生显著改变,有助于确保使已验证的疾病

预期的健康影响。这类例子有用于盘尾丝虫病控制的“社区指导治疗”

及“无并发症疟疾病例的家庭管理”。TDR 将支持对已验证的现有疾病控

前景（如能确保可及，将可能对疾病负担产生重大影响）的新产品开展实施

作将从一开始就着重于基于社区的干预措施和综合提供卫生服务策略，目

制规划和卫生部的优先需求。研究工作还将针对干预措施在扩大规模应用

问题。实施性研究将在国家卫生系统和疾病控制规划的框架下开展，也将

关研究活动获取支持（如通过“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以及

构）。 

病控制规划之间的密切合作伴关系对制

和在疾病控制中有效利用研究成果非常

力于促进这项工作。能力建设和赋能是

必要组成部分。所有的研究人员基本上

流行国家的研究机构，这有利于决策和

家将研究成果转变为政策。通过与疾病

密合作，就会在这些规划中形成一种研

。  

干预和实施性研究中发挥核心作用，因

关键的研究方法学，而且还进行相关的

干预措施的决定因素的基础研究，例如影响干预措施依从性的主要因素、在

和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中性别问题的作用以及干预措施的成本效果。 

影响 

− 大范围实施干预的综合性社

区策略  

− 经济有效地扩大干预的策略 

− 了解影响有效实施的因素  

− 疾病控制规划中的研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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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战略性考虑  

疾病范围  

就疾病范围而言，TDR 的活动不仅仅限于目前的 10 种 TDR 目标疾病，而是根据不同的

战略功能采取更为灵活和区别对待的方法。这样将能对疾病流行国家的优先研究需求做出

更恰当的反应2： 

• 管理服务涵盖影响 贫困人群的各种传染病。 

• 干预和实施性研究的重点是被忽视的 TDR 目标疾病，但对影响 贫困人群的其它疾病

的特殊研究需求也是有灵活性的。 

• 产品开发的创新将仅限于 被忽视的疾病和未被其他组织充分重视的重要领域。 

• 赋能（能力培养）也将包括以上各种传染病。. 

区域需求  

在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卫生系统的发展水平和开展卫生研究的能力等方面，WHO 各区域

之间差异显著。TDR 将通过以下三种机制加强其对不同区域需求的回应： 

• 区域对 TDR 政策和战略的影响 

o 将更强烈地支持由 WHO 区域委员会推选人员参加 TDR 的理事机构－联合协调委

员会（JCB），以更好代表区域的利益并向区域委员会提供对 TDR 活动的年度反

馈意见。 

o 加强 TDR 与 WHO 区域办事处的战略性联系，以及与规划共同发起机构和其他发

展机构的区域性联系。 

o 在负责每年审议规划和提出战略性意见的 TDR 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和 WHO 各区

域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之间将建立正式的交流机制。这些委员会由著名的科学家组

成，他们可以帮助评估各区域的研究需求和机遇。 

• 区域管理和赋能 

o 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机构将共同对区域的研究和能力建设需求及优先领域进行评

估，并与其他在相应层面上运作的组织合作，帮助制订解决方案。 

                                                 
2 在加纳阿克拉举行的 29 届 TDR 联合协调委员会会议的主要决议和建议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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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将发起新的区域行动倡议，如成立热带医学和卫生区域联盟，将支持在资源有限

的国家制定规范和程序来确定和协调传染病研究的优先重点。 

o 所有 TDR 科学委员会都将有来自研究和疾病控制领域的区域代表，并经常在疾

病流行国家召开会议。 

• 区域研究活动 

o 某些研究活动将以区域为基础（例如，在印度次大陆消除内脏利什曼病），在这

种情况下，TDR 将帮助当地开展对有关活动的评审、业务和行政管理工作。 

o 与当前 TDR 发展方向相一致，TDR 资助的研究将会越来越多地由疾病流行国家

（DEC）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来承担和牵头，同时将伴随越来越多国家和区域的

参与。 

与 WHO 和其它共同发起机构的战略关系 

TDR 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银行和世

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发起成立的，将进一步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在所有这些机构

当中，TDR 与 WHO 的联系 为密切也 为重要。TDR 是由 WHO 作为其执行机构来管理

和实施的。 

WHO 

TDR 通过与 WHO 的联系，获得许多益处。WHO 疾病控制专家帮助确定优先研究领域，

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TDR 工作人员可以进入 WHO 的区域办事处和驻国家代表处以

及支持性机构，并通过这些机构接触各国卫生部。WHO 也同样受益于 TDR 研究专家的意

见以及与 TDR 的合作成果。这些成果为若干传染病控制规划干预工具的开发和策略的制

订提供了依据。可以预期，TDR 在不同的业务领域（见以下章节）的研究工作开始运转

之后，将会促进其与 WHO 疾病控制部门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互动。 

WHO 目前在制订一项研究战略，该战略将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其组织内的研究活动，TDR
正在这一讨论中中发挥引领作用。WHO 近更加强调了研究的重要，在第十一个工作总

规划（2006—2015 年）中，突出其自身是一个寻求“利用科学技术成果”的组织，并把

自身的六大核心功能之一定义为“策划研究议程，促进有价值知识的产生、转化和传

播”。这与 TDR 的新战略以及强调管理服务是一致的。可以展望，与管理服务和赋能相

关的活动对 WHO 在研究中的作用来说将日益重要，TDR 的活动与将来 WHO 战略的有效

结合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其它共同发起机构 

 

共同发起机构对 TDR 的支持和利用将会越来越多，对于 TDR 和这些机构具有共同意义和

价值的信息也将得到加强。作为一项特别规划，尤其是在全球倡导开展针对贫困所致传染

病的研究方面，TDR 将会加强协调和行动。这将扩展到进一步加大对筹款的支持，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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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世界银行与金融机构的联系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倡导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共同发

起机构将进一步细化他们在支持 TDR 方面的作用，并做出适当的承诺。 

TDR 将在共同发起机构范围内，改进其与研究和战略相关活动的操作性联系，为这一独

特的国际机构网络探索更能看得见的研究管理服务和研究赋能的作用。 

这种作用将会在区域层面表现得 为明显：在实施和干预研究以及适当的研究政策和能力

建设等方面给予直接的、杠杆作用样的支持。可以想象，通过强调多部门参与，这些合作

也将使 TDR 的活动受益，从而加大研究对健康的影响。 

恰当定位后，TDR 将能够成为 WHO 和其它共同发起机构在传染病研究方面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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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战略的实施 

业务领域  

为了有效地实施新的战略，TDR 将其工作调整为有限的数个明确描述的业务领域。这些

业务领域是一系列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活动，是新战略的核心工作。每个业务领域都有

终目标和业务计划，详细说明可获得的成果、里程碑事件、时间表、负责人和合作伙

伴。各业务领域都将根据明确的需求标准、预期影响和可测量的（成功）指标而确定。 

其中有两项业务领域是与管理服务和赋能这两项战略功能相对应的，是与 TDR 的战略一

致的。在被忽视的优先研究这一战略功能方面，有几项中期的、有时间限制的研究业务

领域，每项研究业务领域的工作目标都是满足传染病控制中未被满足的优先需求，也是

TDR 准备去做的工作。根据情况和需要，可以新增加、修改，或终止研究业务领域。 

所有业务领域都有三个原则。第一，TDR 不可能自己去完成所有的事情，合作对于成功

来说至关重要。通过合作，期望这些研究领域的活动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更好的协同配合。

第二，疾病流行国家专业人员的能力建设和能力利用也十分重要，期望所有的业务领域都

能通过这些活动提高可持续性。第三，业务领域模式是有灵活性的。不要求所有业务领域

的范围都完全相同。有的可以是针对功能方面的，而疾病覆盖面广；其他一些可以是针对

疾病的，但功能方面的覆盖面广。如果某个领域很有需要、可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并且又有

资金，那就可能设立一个新的业务领域。 

每年将对 TDR 的各项业务领域及其范围进行评审以保证资源得到 佳利用。TDR 的科学

技术咨询委员会将在评审和选定业务领域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将采用以下标准来决定

某项新的业务领域是否进入（要符合全部进入标准）或从现有业务领域退出（符合退出标

准中的一条）。如果可获得的财力资源不足以支持所有符合进入标准的业务领域，将对所

进入标准： 

• 需要优先进行的研究，相关国家有要求，符

合 TDR 战略。 
• 属未充分重视的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和/或要求

疾病流行国家参与的领域。 
• 预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 由于 TDR 的参与可以提高价值。 
• 通过合作，有通过杠杆样作用扩大效益的可

能。 
• 能利用和提高疾病流行国家的研究能力和领

导能力。 
• 有充足的资源。 
• 有能证明上述各项的切合实际的业务计划，

并有风险/效益评估。 

退出标准： 

• 取得成果并达到目标。 
• 确证无法完成任务或实现目标。 
• 由于外部原因或风险/效益发生变化，

针对性明显下降。 
• 执行不力，被其它业务领域取代或是

有更好的其他活动。 
•  拆分剥离：新的合作伙伴有充足的资

源和战略，能有效、充分地开展工

作，没有 TDR 的完全支持也能使研究

工作持续开展。 
• 资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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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业务领域根据进入标准排序：疾病流行国家的需要、被忽视的优先研究、预期产生

的影响、增加的价值、杠杆样作用和 DEC 领导能力。这样的排序将为确定业务领域的优

先程度和决定某项业务领域的启动、推迟或取消提供客观依据。 

初期的业务领域 

根据上述进入标准、 近科学工作组对研究需求和优先领域的建议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咨

询意见,以及对 TDR 目前出现的业务投资组合机会的评估，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暂定的研究

业务领域，并可能将此作为新战略的出发点。附录 4 列出了业务领域，并提供了拟议的研

究业务活动的想法和范围。  

从中期和长期来看，关于业务领域投资组合的决定将基于对贫困所致传染病的研究需求和

研究机遇的分析, 这些将列入与管理服务有关的业务领域。 

为了继续对未满足的优先需求和科学研究的机遇给以回应，TDR 将设立一项创新基金，

每年约有 100～200 万美元。这将成为项目和风险研究的孵化器。它为与 TDR 战略相关的

任何类型的创新性研究或能力加强项目提供资金，这些研究和项目可能导致可持续的行动

倡议或有公共卫生重要性的活动。这样的活动 终可能脱离 TDR 并自成一体，但在合适

时, 也有可能纳入或者发展为今后的一项业务领域。 

尽管新战略涉及的疾病范围在扩大，但开始时并没有考虑在研究业务领域中纳入许多新的

疾病。 初进行的扩大疾病范围的探索，主要是通过蠕虫病控制工具的开发和综合干预策

略以及将诊断工作扩大至包括一些突发传染病。通过管理服务这一功能, 进行深入分析和

讨论，经管理服务的功能, 将指导如何在今后几年中进一步纳入新的疾病研究领域。 

有关跨领域的交叉活动，比如社会科学研究、由基础假设驱动的研究和性别问题都需要给

予特别的论述。尽管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研究业务领域中都未被特别加以突出，但要看到

社会科学将显著提高管理服务功能的分析工作的活力，并将成为所有其它研究领域（尤其

是干预和实施性研究）的重要的、跨领域的交叉部分。如果由基本假设驱动的研究能够阐

明其目标，必要时也可得到业务领域的支持。将制定相关的指标以保证在 TDR 支持的研

究和一般实践工作中能从战略角度来考虑性别问题。 

业务和行政管理  

这种业务领域模式将有助于使 TDR 的各项活动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构架。每项业务领域都

有自己的咨询委员会和一名 TDR 经理以及相关职员，他们将全面负责业务领域科学技术

工作的实施。各委员会将对业务领域的战略提出建议，并从战略和技术角度评审所开展的

活动和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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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业务领域这种模式作为运行的主要模式引入 TDR，为重新设计和简化 TDR 的行政管理

程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通过将日常决策权下放给业务领域经理,使行政管理程序相

应优化和简化;积极利用信息技术使工作程序自动化、整合管理信息、支持在线进行科学

评议等措施，将会大大加快处理研究申请书和合同的过程。业务领域模式对外部合作者来

说更为清晰，并易于进行互动。 

这种更类似於商业的管理方法将需要在 TDR 内部发展新的技能。管理一个业务领域需要

各种能力要素：战略、计划制订、协调，磋商技能，小组管理能力，将业务领域与 TDR

总体战略计划和更大的国际研究环境相联系及整合的能力等。在制订 TDR 人力资源战略

时将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监测和评估  

为了监测战略执行的进度，将确定一整套重要指标。这包括影响指标（不同战略功能对目

标的影响，见 8-12 页文本框）、业务领域的进度和结果指标（将在 TDR 科学技术咨询委

员会已经提出的指标框架的基础上确定）、测量 TDR 行政和业务管理的效果和效率的指

标（评估合作伙伴对 TDR 在发挥促进者这一新作用的绩效方面的认识和在 TDR 工作中性

别主流化的效果）。这些被选入的指标必须反映战略的核心要素,对于联合协调委员会

（JCB）来说是有价值的、能帮助 TDR 管理人员优化规划的执行和不需要更多耗时的报

告程序而仍能保证有效管理。还将利用一系列子指标作为“绩效指标”，对总的战略执行

进度进行连续、快速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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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  

目前，TDR 的年度预算为 5000 万美元， 2006～2007 两年的预算共 1 亿美元。 

根据活动的开展情况，业务领域的启动预算为每年 200～500 万美元；工作全面铺开的

话，每年的预算需要增加到 400～1000 万美元。如果预算超过这个水平，可能表明需要将

其部分或全部工作拆分剥离出来，由另一个组织来承担。 

全面实施战略时，维持业务投资组合活动（通过管理服务和赋能提高领导能力，以及有

10～12 项研究领域良好运转）将要求资源得到显著增加。到 2012 年，年度预算可能需要

翻倍。要求快速增长预算并非不切实际,这可以通过审慎地、有优先重点地选择首批业务

领域来实现，这些业务领域可能在 初几年得到发展，之后可由新增的领域来补充和/或
取代。 

随着战略的实施和发展，正如一些利益相关者所建议的，TDR 将主要依据其在管理服务

和赋能方面的影响，探索进一步扩大发挥其国际作用的可能。 

资源的动员 

TDR 的远景和战略确定了一系列重点活动，如果这些活动得以适当开展，将会对健康产

生重大影响。作为创新性和所需要进行的卫生研究的促进者，TDR 在发展过程中将重点

放在加强获取资源方面（包括资金、合作伙伴开展活动以及本身开展活动）。但是本章

节只限于由 TDR 经手、用以实现该规划的远景和全面实施其战略所需要的资金。 

TDR 将主要在两个层面上筹集资金。第一个层面是未指定的，将用于支持整个规划。第

二个资金筹集层面是业务领域层面的。我们相信，业务领域的概念会引起对所涉及的研究

活动的价值问题的直接交流，并且将有助于筹集资金。 

资金来源有三个主要渠道：政府和国际公共部门、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 

TDR 作为一个基于公共部门的规划，其战略主要是针对公共部门的目标，所以来自政府

和政府间机构的资金仍然是 TDR 资源基础的核心。我们设想从这个渠道获得的支持保持

在总资金的 70%的水平。在这类出资者中，除了现有的出资者外，TDR 还将试图重新啮

合过去的一些出资者和争取新的出资者，其中包括疾病流行国家。 

慈善机构/NGO 既是广义上的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参加联合协调委员会（JCB）会议的合

作者，也是 TDR 的出资者和/或技术和/或科学支持的提供者，他们的意义和重要性得到高

度赞赏和认可。他们常常还可能是 TDR 研究活动的合作者，或是与 TDR 共同资助这些研

究活动。认识到大部分来自于这些部门的资金很可能是指定用途的，TDR 将努力保证这

些资金用于业务领域或更高的层面。从这些部门募集资金的目标设定为占总资金的 20%。 

TDR 继续受益于与产业和私营部门的良好互动关系，并将遵照 WHO 的指导原则，通过继

续寻求私营部门的资金来加强这种联系。我们还注意从个人和私营企业获得资金的机会。

从这些部门募集资金的目标设定为占总资金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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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贫困、人类发展和卫生研究 

贫困与健康  

传染病与贫困密切相关3。贫困使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更易造成传染病的传播，而受到

疾病危害的人群因为贫困而无法得到充分的预防或医疗护理。另一方面, 传染病又主要影

响贫困人群，是导致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传染病每年造成约 1000 万人死亡，其中低收

入国家的死亡人数占 32%，而非洲的死亡人数所占比例超过了 60%。传染病使数亿人致

残，影响其健康生活和生产能力，全球每年由于传染病损失 3.5 亿伤残调整寿命年

（DALYs）。传染病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极大。例如，印度次大陆仅仅由于一种被忽

视的疾病——淋巴丝虫病，每年造成的损失即高达 10 亿美元, 而疟疾使非洲国家年经济增

长速度降低 1.3%。 

传染病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   

 

 

人们已经日益认识到：不良的健康状况是影响发展的障碍，控制传染病是减轻贫困和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先决条件。所有的 MDGs 

都与传染病直接或间接有关，直接的如 HIV/AIDS、疟疾和其他传染病（MDG 6）、儿童

死亡率（MDG 4）和产妇保健（MDG 5），间接的如传染病是食品生产（MDG 1）的障

碍、对学校学生到课率和学习能力造成负面影响（MDG2）、使妇女蒙受羞辱和加重负担

（MDG3）、疾病在城市贫民区蔓延（MDG7）并主要影响难以获得基本药物的贫困人群

（MDG8）。但是，传染病和贫困之间的这一恶性循环很难被打破。生态、社会和经济之

间相互影响，并使传染病控制工作复杂化。在发达地区能够控制和消除某种疾病的工具和

策略应用于疾病传播广泛、资源有限的贫困地区时，可能只有有限的作用。 

                                                 
3  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Commission on 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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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有效卫生研究的必要性  

传染病受累人群多为贫困人群，传染病自身并不能刺激相关产业投资於开发有效的干预工

具,如药物或疫苗。同样，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研究资金，用以激励在

开发新的疾病控制工具方面的创新和在受传染病影响的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如何

佳地利用和扩大使用现有的干预措施开展必要的研究。 

近年来，虽然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显著进展（概述於附件 3），但基本的市场和公共部

门状况没有什么改观。为了开发急需的、可有效抗击贫困人群传染病的工具和策略，并帮

助实现 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是否有可供选择的研究和筹资机制仍然是关键问题。从长

远观点来看，还需要考虑 2015 年以后的情况并准备开发未来的工具和策略，以保持所取

得的成绩并确保消除贫困所致传染病。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研究工作（特别是通过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能力管理和领导能力）

不但对改善健康状况，而且对经济和人类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银行曾经强

调，在进行良好决策和获得良好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方面，研究能力得到加强的国家准备得

更为充分；有目标的对卫生研究的投入可以通过改善健康状况而得到显著的经济回报4。

非洲委员会5宣布“重中之重是消除可以预防的疾病”，并且强调“捐赠国政府还应该资

助由非洲领导的研究工作，提高非洲大陆的科学、工程和技术能力”。《疾病控制优先项

目》(The Disease Control Priorities Project，DCPP)得出结论：“如果有更多的力量共同支

持卫生研究和开发，卫生发展援助将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6。 近“知识产权、创新和

公共卫生委员会”强调，需要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研究7, 基于 TDR 在该领域的核心

地位和强大的网络和联系，TDR 在研究和培训中承担实施者角色的同时，有可能发挥更

为战略性的作用”。 

                                                 
4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026 
5  Our Common Interest. 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for Africa 
6  Disease Control Prior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econd Edition 
7  Public Health,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novation in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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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TDR —  一项特别的规划 

任务与管理方式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与贫困人群传染病的斗争中，人们认识到需要集中研究和能力建设的

力量，因而于 1975 年在 WHO 内创立了 TDR，其主要目的有两个： 

• 为热带病控制开发新的和改进的工具 

• 加强疾病流行国家的研究能力 

1978 年，TDR 作为一项共同发起的特别规划，确定由联合协调委员会（JCB）管理。JCB

的组成如下：(i) 12 个疾病流行国家，它们通过 6 个 WHO 区域委员会选出，并主要通过

各国卫生部作为代表；(ii) 12 个捐赠国，主要由各发展机构代表； (iii) 6 个其他合作方8；

(iv) 4 个共同发起机构。 

其它国家（包括为该规划捐献或提供支持的国家或直接受到 TDR 针对疾病影响的国家）

以及为 TDR 提供资金、技术和/或科学支持的政府间机构和其他非营利组织可以作为观察

员参加 JCB 的会议，从而保持 JCB 运作的公开和透明。 

JCB 得到由全球公认专家组成的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STAC）的支持。例如，成员有相

关机构或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们定期向他们的政府和其他机构提出有关研究和卫生问

题的建议。该委员会每年对 TDR 的工作进行科学评议，并提出战略建议。 

在过去的 30 年中，这种模式赋予了 TDR 召集力和合法性，并可以从多个学科和部门获得

全球范围的专业技术和知识。 

 

 

 

 

 

 

 

                                                 
8 各合作方是： 

 - 为特别规划（TDR）资源捐献的国家政府、为特别规划提供技术和／或科学支持的国家政府，以及
直接受到特别规划针对疾病影响的国家  

 - 为特别规划资源捐献、或为特别规划提供技术和/或科学支持的政府间机构和其他非营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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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R 的管理结构 

 

 

 

 

 

 

常务委员会由4个发起机构组成，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世界银行和WHO。WHO负责审查该规划的全部管理工作。 近通过邀请

JCB主席和副主席、STAC主席参加常务委员会会议，共同讨论如何根据职权促进TDR不

同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从而进一步增进了参与管理各方之间的联系。目前正在评估邀

请其它JCB成员定期参加这类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可能性。此外，正在制定措施以进一步提

高管理机构的效率，并加强疾病流行国家的参与力度和代表性。 
 

成就  

TDR 与发达国家和疾病流行国家的科学合作伙伴、与政府的和多边的资助者、慈善组

织、各种各样的公立私营合作伙伴都已形成了长期的关系。通过这一广泛的网络，TDR
已经帮助将热带病研究与开发工作列入全球卫生研究议程。TDR 资助了 1 万多个项目，

培训了数千名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包括 1500 多名博士），它还资助了许多合作伙伴以

及产生深远卫生影响的各种协作活动。 

过去的 30 年中，TDR 在发起和促进关键知识的产生、用于治疗热带病的大部分药物的发

现和开发、以及发展包括疟疾在内的几种主要疾病的卫生政策、战略和实践的证据方面发

挥了关键性作用9。主要是由于有了 TDR 合作项目开发的工具和策略，现已有 5 种 TDR
疾病作为公共卫生问题而被列为要在全球或区域消除的疾病。 

TDR 一直在促进建立和支持一些行动倡议（包括公私伙伴关系），这使卫生研究的环境

发生了改变。这些包括：全球卫生研究论坛（the Global Forum for Health Research）、疟

疾多边行动倡议（ the Multilateral Initiative for Malaria）、疟疾药物开发项目（ the 

                                                 
9 Morel, C.M. (2000) Reaching Maturity - 25 years of TDR. Parasitology Today 16, 522-528 

STAC

特别规划协调员者
 

常务委员会

行政监督和支持 高管理机构 
JCB 

4 个共同发起机构

12 个捐赠国 

12 个区域国家  

6 个其他合作方 

主任和秘书处

WHO 作为 
执行机构 联系/ 

建议
主任 

向 JCB 报告

科学技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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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s for Malaria Venture，MMV），发展伦理审查能力战略行动倡议（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for Developing Capacity in Ethical Review），被忽视疾病药物开发行动倡议（the 
Drugs for Neglected Diseases Initiative），非洲医学编辑论坛（ the Forum for African 
Medical Editors）和创新诊断学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Innovative New Diagnostics ，
FIND）。 

优势、弱点、机遇和威胁  

 TDR 的第四次外部评审10、JCB 和 STAC 的讨论，以及 TDR 工作人员的进一步分析帮助

确定了特别规划的优势和弱点以及面临的机遇和威胁（SWOT）。 

优势 
s 跟踪记录在研究和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s 有科学技术和对研究工作的有力的管理支持 
s 注重研究方面的能力建设 
s 促进 佳实践 
s 是分析和确定优先重点会议的召集者 
s 有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者和合作者

的全球网络 
s 是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促进者，包括公立私营

合作关系 
s 广阔和多学科的工作范围 
s 设立于 WHO 内，并与疾病控制机构和卫生部联

系紧密 
s 属政府间关系的管理结构 
f 有资源捐献者的长期支持 

弱点 
a 行政和管理方面的弱点可能减慢和限制有关

活动 
a 以有限的资源企图解决太多的问题以致不能

按时履行承诺 
a 在 TDR 不同领域进行的不同活动之间偶尔

会出现割裂现象,导致缺乏总体战略的一致性 
a 与某些新的公立私营合作伙伴的合作出现困

难 
 f 由于历史原因无法显著提高资源水平 

机遇 
f 来自发展机构、疾病流行国家、慈善组织和私

营部门的资源增加 
s 疾病流行国家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的能力提高 
s 疾病流行国家要求促进他们参与创新和技术合

作伙伴关系的呼声  
s 对在众多的国家、区域和全球性行动倡议之间

需要管理服务和促进协同配合的认识提高 
s 由新的科学发展带来的机遇 
s 重要研究领域的忽视和疾病流行国家研究能力

的需求 

威胁 
s 如果 TDR 不能满足对研究的服务管理和赋

能要求,它的存在就会变得不太重要 
s 要求 TDR 适应在加强能力建设和满足对新

的行动倡议（特别是产品开发）资助方面的

需求  
s 如果 TDR 不以研究为重点,  TDR 研究工作

对健康的影响将减小 
s 如果 TDR 资助的研究领域已由其他机构在

有效运行, 可能会发生冲突 
a 不改变 TDR 的运行方式可能会限制其与各

种组织更好地开展合作和进行磋商 

                                            s: 科学/技术方面       a: 行政/管理方面    f: 资金方面 

                                                 
10 Fourth External Review of TDR. Towards evolution and growth. Geneva, TD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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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论是：TDR 有坚实的、经过证明的科学技术和有效的国际网络基础；TDR 的主要弱

点是行政管理过度和业务管理能力不足；由于近来研究环境发生变化，TDR 当前面临着

重要的新的机遇和威胁。    

新的战略针对这一 SWOT 分析的结果提出： 

• 基于 TDR 在研究管理和能力建设方面的优势，大大扩展其独一无二的在召集会议和进

行分析方面的作用； 

• 对于 TDR 作为促进者在支持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的所有合作者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给予明确的定义； 

• 引进业务领域体系，以确保 TDR 的活动更为集中、能够通过授权来加强管理、简化行

政管理和加大筹资力度； 

• 在行使作为特别规划的职责的同时，回应当前传染病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优先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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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变化了的环境和新的战略挑战 

流行病学方面的变化  

自 TDR 创立以来，贫困所致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和控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

部分是由于 TDR 研究工作所致。原先的 8 种 TDR 目标疾病中有 5 种已作为公共卫生问

题，列入全球（美洲锥虫病、麻风病、淋巴丝虫病和盘尾丝虫病）或区域（内脏利什曼

病）的疾病消除目标。其中，恰加斯病、麻风病和盘尾丝虫病所造成的疾病负担已经明显

降低。 

依靠现有的技术工具，这些疾病中没有一种可以被完全根除，为实现和保持疾病的消除还

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但是随着一些经济有效的干预工具和策略已经可以获得, 这些疾病

的研究需求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于疟疾，已经有了重要的、新的干预工具和策略（如

以杀虫剂处理蚊帐、青蒿素联合疗法和疟疾病例的家庭管理），但大规模的实施仍然滞

后，疾病负担依然高得惊人。结核病的流行病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且日益受到 HIV

流行的影响。HIV/AIDS 的出现使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有些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 40

岁。 

其他一些原先未被纳入 TDR 工作计划的其他热带传染病（如某些蠕虫感染、布鲁里溃疡

和某些人兽共患病）仍然被人们忽视。他们造成的疾病负担持续存在，而目前对这些疾病

也还没有适当的控制工具。每 8 个月就会出现一种新的人类传染病，其中 75%为人兽共患

病。但是，对于新出现并且主要影响贫困人群的传染病，疾病流行国家却一直没有得到有

关疾病监测和能力建设方面的研究的支持。为了增强干预效果，人们对控制传染病的综合

干预策略越来越感兴趣，但是目前缺乏有关如何实施的依据。 

要将现有的 10 种 TDR 疾病与贫困人群中的其他被忽视的传染病分离出来，越来越显得不切

实际。现在需要更适宜地应对疾病流行国家的优先研究需求。 

增加的活动和新的行动者  

传染病研究的组织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组织，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及许多新的公立-私营合作伙伴（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s，在产品开发领域有 34 家）、针对单病种控制的行动倡议、学

术团体和其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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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意味着可从各种途径获取更多用于新工具开发的资源（盖茨基金、产业

开发合作伙伴、资助机构），而通过 PPPs 预期可得到更多的预算用于产品开

者和资源的增加十分有利于传染病研究的发展，但是也导致了工作和资源的分

双边捐赠者、慈善机构和各国政府因此都期盼着在议程的设定、研究资助的协

更可靠的有关传染病研究投入的信息方面更为和谐一致11。这将有助于使资金

足疾病流行国家的优先研究需求，并使捐赠行动能遵循《提升援助效率巴黎宣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 更为集中有效12。 

国家的有限作用  

和其他许多组织都作出了努力，但疾病流行国家对于本国流行的传染病控制规

优先研究需求的设定都日益滞后。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技术上的这种鸿沟还在

他们感到被排除于重要的讨论和决策之外，并担心研究工作没有很好地针对本

临的 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疾病流行国家已经表示他们需要更直接地参与研

的确定和其他可能形成决策的咨询活动，并且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使他们讲的

他们的公共卫生研究需求能引起人们注意并更好地为人们所理解 9。在过去数

病流行国家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提高，一些国家承诺要将本国更多的资源用于卫

而，仍然非常需要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特别是更着重于从战略的角度在优先

和研究规划的制订方面给予支持。研究能力主要还是以学术为基础，疾病流行

重依赖北-南技术转让。当前十分需要提高疾病流行国家的创新能力和产品开

视国家在政策和实施研究方面的能力建设以及提高与疾病控制规划有关的的研

及激励国家对卫生研究的承诺。 

研究领域   

困人群传染病开展的研究工作多样而分散。有些领域（如疟疾和结核病药物的

列为优先领域，TDR 不需要对此提供什么支持。但是其他一些领域却被忽视

                                 

xternal Review of TDR. Towards evolution and growth. Geneva, TDR, 2006 
el Forum on Aid Effectiveness, Paris, March 2005. 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 
o.worldbank.org/etools/docs/library/238766/H&A%20Menu%20rev%202%20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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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尽管他们对于全球研究工作产生的总体影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被忽视的领域多

为主要研究领域之间的相邻“界面”，如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之间“界面”的转化型研究

（translational research)、产品开发和干预政策之间“界面”的干预有效性研究、研究工作

和大规模疾病控制之间 终“界面”的实施性研究。 

 

 

 

2000-2005 年 TDR 涵盖

的研究工作流程 

 

 

 

 

 

其他研究和疾病控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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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界面”开展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型研究为产品开发工作流程提供研发产

品，干预有效性研究为采用政策提供信息，而实施性研究则有助于确保相关的干预措施能

达及贫困人群。考虑到卫生体系和疾病控制规划在利用现有干预措施，实现充分的覆盖率

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特别需要开展实施性研究。如果没有对这些“界面”的重要研究活

动，全球研究工作将不可能获得预期的公共卫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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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潜在的业务领域 

在管理服务和赋能这两项战略功能方面，设立了两个贯穿战略实施过程始终的业务领域

（business lines，BL）。这两个业务领域相互之间、并与其他的研究业务领域紧密相关。 

BL 1)  管理服务。  詳见主文件第 7、8 页。 

BL 2)  赋能。  詳见主文件第 7、8、9 页。 

研究业务领域不是固定的，将根据进入/退出标准而具有时间限制。下面的暂定研究业务

领域清单表明了各业务领域所开展的工作类型以及代表了可以迅速启动的业务领域。大部

分业务领域是跨多种研究功能的。但是，为了提供某种程度的分类，根据各业务领域研究

功能的主要方向和终产品，将它们加以分类。在任何时间可以开展的业务领域的数量取决

于资源情况。 

促进产品发现和开发的创新活动，强调疾病流行国家的参与 

BL 3)  药物先导化合物 

对贫困所致传染病一直迫切需要有新的、更好的药物和诊断方法。产品开发合作伙伴需要

有优质的先导物进入他们的开发工作流程。本业务领域为与合作伙伴一起工作提供了协调

机制，填补这个缺口并支持将获得的科学知识（如基因组学）转化为产品先导物。通过制

药公司、学术机构和疾病流行国家研究机构之间的网络以及合作关系，促进和支持发现用

于传染病的新的药物和诊断方法，从而实现这一目标。  

 
BL 4)  疾病流行国家的产品开发创新 

疾病流行国家参与产品开发并形成控制贫困所致传染病的工具的需求和能力已显著提

高，因此不应该再继续全部依靠技术转让。本业务领域探索如何通过建立网络和合作伙

伴关系来促进和支持这类产品开发工作。同时还要探索如何按照公立私营合作伙伴关系

的模式、在疾病流行国家研究机构的领导下，确定和资助创新性的产品开发活动。 
 
BL 5)  创新性媒介控制干预措施 

由于公共卫生政策的改变、对杀虫剂和药物出现抗性、工作的重点由预防转为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人口和社会的变化以及病原的遗传变异，经媒介传播的疾病正在涌现或死灰复

燃。因此，在疾病流行国家，迫切需要有创新性的媒介控制策略来预防这些被忽视的疾

病。本业务领域将重点促进网络建设以支持媒介基因组行动倡议；将探索如何召集和确保

疾病流行国家参与由国际资助的正在进行的行动倡议；将提供一个接合部，以确保疾病流

行国家针对是否需要和如何评估和测试新的疾病控制工具等问题适当参与和决策，而这些

工具可能会存在有关伦理、法律和社会方面的棘手问题，例如， 终是否采用经遗传修饰

的疟疾和登革热媒介以及使用新的杀虫剂和替代的媒介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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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远景和战略 

促进用于实际工作中的干预措施的开发和评估研究 

BL 6)  蠕虫和其他被忽视热带病药物的开发和评价 

盘尾丝虫病和淋巴丝虫病控制的优先需求是需要获得一种可以杀死或使成虫完全丧失繁殖

能力的药物, 这样将可以阻断盘尾丝虫病或淋巴丝虫病的传播，并消除这两种疾病。血吸

虫病的控制依赖于单一药物（吡喹酮），这种药物具有期特异性。目前迫切需要有另外的

可以杀灭成虫和未成熟期虫体的药物。本业务领域的目标是通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合作者网络，管理和支持候选药物（盘尾丝虫病、淋巴丝虫病和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其他

蠕虫病药物）的研发以及这些药物的注册和现场使用评估。 

BL 7)  可得到的、质量可靠的诊断工具 

许多质量可靠的高级诊断试验方法在发达国家是可以获得的，但是由于缺乏适宜的设备和

资源，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患者来说，这些方法或是经济上负担不起，或是无法得到。本领

域将基于 TDR 的专业技术，包括从应用出发的诊断方法的上游研究、诊断方法评估、检

验标准的制订以及诊断方法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 本领域工作的开展将利用 TDR 与 

WHO 各疾病控制规划、全球的合作中心网络和各区域办事处紧密联系的优势。重点是建

立用于病例管理的即时（床边）诊断试验方法和用于支持疾病监测（如新出现和重新出现

的传染病）的检验方法。 

BL 8)    HIV 和 TB 共感染治疗政策的依据 

有关使 TB 感染者和 TB/HIV 共感染者的临床管理 优化的策略依据是有限的。在这方面

的研究需求是明确的，即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利用现有的卫生保健基础条件，获

得有关 TB 和 TB/HIV 共感染病例的 佳管理和医疗护理的证据。本业务领域的目标是提

出有关 TB 和 TB 合并 HIV 病例的安全、有效的治疗和病例管理方法的证据。研究工作

将集中于国家疾病控制规划的初级保健层面。 

BL 9)  抗疟疾药物使用政策和获取途径的依据 

现在已经可以获得一些治疗无并发症和重症疟疾的高效抗疟药，而更多的抗疟药正在研发

之中。资金的增加正在使疾病流行国家可以采购并广泛使用这些抗疟药。但是，在卫生系

统不同水平（包括社区水平和家庭管理）的使用条件下（具备或者不具备诊断能力，且患

者往往伴有其他发热性疾病，如肺炎），如何发挥这些药物的作用还缺乏可靠的信息，而

这对于政策制定者、医疗护理工作人员、捐赠者和药物开发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本业

务领域将制定一个框架来实施、评审和传播有关抗疟药实际使用的评估结果，还将支持开

展关于在资源缺乏地区如何使治疗的获取途径 优化和提供有关扩大疟疾控制活动信息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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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对干预措施获取途径的实施性研究 

BL 10)  消除内脏利什曼病（VL） 

这是第一次有可能在印度次大陆真正计划消除内脏利什曼病。要在这个次大陆和世界其他

地区消除内脏利什曼病，需要有综合性研究战略。本业务领域将与国家疾病控制规划一

起，帮助扩大对经过改良的干预工具（包括药物联合疗法和诊断方法）的评估和应用。这

将为 佳联合干预措施提供依据，并为在印度次大陆和其他地区消除内脏利什曼病制定有

效的战略。 

BL 11)  社区综合干预措施 

本业务领域将发展和试验创新性途径，使新的和已有的干预措施能惠及那些因住地边远、

偏僻和／或经济困难而得不到卫生服务的人群。特别有意义的是，社区综合干预措施可以

提高社区的能力，并补充目前运转尚不太理想的基层卫生服务的不足。本业务领域将提出

以证据为基础的意见，说明哪些工作任务可以结合在一起，由社区卫生工作者来有效完

成；如何将不同的社区干预措施有效地结合起来；以及如何持续提高社区的能力。这些工

作的主要的和全球的 终产出都是获得以证据为基础的、创新的方法和途径，并籍以采用

综合干预措施控制主要的被忽视的热带病和其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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