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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现和重现的传染病及 

《国际卫生条例》的修订 

新出现的及其他传染病监测与控制司是针对WHA48. 13号决议于1995年10月1日 

建立的。此报告总结了为在卫生组织总部筹备和实施这一新的规划所釆取的行 

动，以及卫生组织对付新出现和重现的传染病做出的其它活动，特别是针对肯 

尼亚黄熟病，印度鼠疫和扎伊尔埃波拉出血热的暴发所釆取的行动。同时，也 

简要概述了为执行有关修改和更新《国际卫生条例》的WHA48. 7号决议所釆取 

的步骤。对最新发展情况将在文件A49/6 Add. 1中加以报告。请卫生大会注 

意本报告。 

mx 

1.新出现的疾病定义为哪些过去二十年来在人群中发病率有所上升或其发病率不 

久有上升威胁的病种。重现是指某种已知疾病在其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又再度出 

新司的建立 

2.新出现的及其他传染病监测与控制司是于1卯5年10月1曰建立的。该司接收了原 

传染病控制司的一大部分职员和活动，并由于流行病学监测和统计服务处及腹泻与 

急性呼吸道疾病控制司的规划活动和职员而得到加強。新司保证与联合国系统其它 

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专门机构密切工作。在卫生组织内部，对流行病的反应将与区 

域办事处和紧急与人道主义行动司取得协调，后者将协调资源调动活动，以及诸如 

物品和人员方面的业务性支持，而新司将提供技术支持并确定必要的技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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冃标 

3.新规划的目标是加强国家及国际监测、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能力，包括对那些 

新出现和重现的公共卫生问题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为实现此目标，它将促进： 

—发展国家及国际基础设施，并调拔资源，以监测、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及相 

关卫生问题，包插抗菌素耐药性； 

-关于传染病及新出现的卫生问题的诊断、流行病学、预防和控制的应用研 

究; 

制 定 侧 

4.自1995年初以来，在国际专家的支持下在总部和区域办事处举办了一系列会议 

和协商会，由此为改善新司和区域活动对新出现的传染病威胁作出反应、确定目标、 

行动计划、战略和结构所釆取的必要措旅提出了具体建议。 

5.这些建议集中在四项主要g标:加强传染病的监测；改组国际或区域基础结构， 

以识别、报告新出现和重现的传染病并做出反应；促进应用研究；及增进国际和区 

域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能力。 

6.已建立一个新出现传染病的内部协调小组，以确保该司内外的专门知识和技术 

用于本组织对新出现和重现的传染病作出反应，并提出卫生组织的统一做法。 

7. 1995年1月在日内瓦召开的新出现的传染病第二次会议审议了种类广泛的现行 

及筹划的监测与控制活动。区域办事处的职员参加了会议，来自非洲、美洲和亚洲 

的国际专业人士对会议做出了有益贡献。会议提出了 一项对付新出现疾病的活动組 

织和管理计划。 

⑴卫生组织关于新出现的传染病第二次会议报告。1卯5年1月12—13日，瑞 

士，日内瓦。WHÛ/CDS/BVI/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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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非洲区正在执行于1993年通过的一项预防传染病五年计划，集中努力以加強对 

流行病的流行病学监测和控制。目标包括到1995年底使每个卫生组织办公室配有一 

名富有经验且受过良好训练的流行病学家，到1998年底使该区域每个县区卫生队伍 

接受流行病学培训。 

9. 1995年6月在美洲区域办事处举办了一个由国际专家参加的会议
(1)
，讨论了预防 

和控制新出现和重现的传染病战略。准备了一项区域行动计划，用来制订区域和分 

区方法并指导会员国克服特定问题。该行动计划巳提交1995年9月举行的区域委员 

会会议讨论。 

10. 1995年3月在东南亚区域办事处举行了 一 次 会 议 ⑵ ， 审 议 了 有 关 印 度 暴 

发鼠疫的国家与国际经验。1卯5年8月，该区域办事处还组织召开了一个国家间会 

议⑶，审议了该区有关新出现和重现的传染病的生态学和流行病学形势及其影响因 

素，目的是讨论、制订战略并找出干预方法，以对这些疾病加以认识和尽快傲出反 

应，并对卫生组织和会员国实施这些战略和干预方法的后续行动提出建议。 

11. 1995年9月，欧洲区域委员会讨论了鼠疫及新出现或重现的病毒性疾病。该区 

域办事处现在高度重视预防和控制特定传染病，且正在落实WHA48.13号决议及传染 

病领域其它决议。 

12. 1995年11月，东地中海区召开了一次新出现和重现的传染病会议。同样，该区 

也正高度重视预防和控制传染病》 

⑴新出现和重现的传染病。提交给泛美卫生组织/美洲区域办事处区域委员 

会的报告，1995年9月25—30日，华盛顿。CD38/17。 

⑵区域间预防和控制鼠疫会议报告。1995年3月13—16日，印度，新德里。 

WHO/CDS/BVI/95. 4。 

⑶国家间预防和控制新出现和重现的传染病协商会议。1995年8月21 — 25日， 

新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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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 

13. 1995年10月和11月制订了在三个领域内的明确目标和计划的活动：⑴司长办公 

室(包括负责《国际卫生条例》和《疫情周报》以及与区域办事处合作并与紧急和 

人道主义行动司相协调的对流行病做出快速技术反应的能力h⑵疾病监测和控制 

(培训、研究、动物病/生态学研究及促进疾病监测和控制战略)；及⑶公共卫生实 

验室支持(加强公共卫生实验室，监测病毒和细菌性疾病以及抗生素耐葯性；免疫 

学培训；疫苗学；生物技术和生物安全；及研究)。该行动计划将于19%年1月在已 

确定的司级结构下开始实施。 

资源 

14. 19% —1997双年度对该司的正常预算活动援款额为1,668，000美元，其中991, 000 

美元现可用于双年期活动。 

卫生组织对由流行病引起的紧急情况的反应 

15. 1995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了 一次会议
Ш
，审议了对付肯尼亚黄热病（1992—1993)， 

印度鼠疫（1994)及扎伊尔埃波拉出血热(1995)暴发的国际协作和卫生组织干预行动 

的经验。此次会议和有关区域性会议提出的种类广泛的建议对于新出现的及其他传 

染痼监测和控制司的建立及其行动计划的制订起到了根本性作用。这些建议也将指 

导卫生组织其它规划在本组织对疾病暴发和流行病引起的紧急情况做出反应方面所 

开展的活动。 

16.通过与其它处和司建立专题小组，卫生组织在印度和扎伊尔的反应，特别是后 

者，得到极大促进。该专题小组每日碰头，与现场工作队、卫生组织代表及非洲区 

域办事处保持电话联络，分享和广泛散发情报并计划后续行动。这种协调是今后对 

流行病紧急情况反应的一个模式。 

⑴审议暴发情况下对流行病的准备、流行病控制及研究会议报告，1995年9 

月25—27日于日内瓦。WH0/EMC/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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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黄热病 

17.肯尼亚位于黄热病地方病区，也就是媒介和动物贮主存在的地带。自20世纪40 

年代以来，首次于1992年在发生在内罗毕西北的Kerio山谷的一次暴发中报告了黄 

熟病的病例。随后，又有一些病例在同一地区被查出。 

18.卫生组织对这次暴发的反应为在合作中心确认暴发的发生；以提供疫苗来支持 

流行控制工作；支持肯尼亚的实验室并培训人员；委派专家促进生态学研究；及在 

HIV阳性儿童中有血清转换的地区进行疫苗研究并在HIV感染成人中监渊对黄热病疫 

苗接种的不良反应。实施这些措施后，又在肯尼亚进行了广泛的实验室培训，并冒 

着患黄热痼危险，为来自其它非洲国家的病毒学家举办了一次诊断讲习班。有效监 

测导致认识黄熟病的持续低水平传播。在鬼险地区，黄熟痼疫苗已纳入到扩大免疫 

规划中去。 

印度鼠疫 

19.自1%7年以来，鼠疫首次于1994年在印度重现。1994年8月在马哈拉旅特拉邦 

的Beed区暴发了腹股沟淋Й结鼠疫，之后不夂在古吉拉特邦的苏拉特市出现了肺鼠 

疫。在苏拉特的暴发引起了当地和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致使一些国家对旅行和贸易 

实行了限制。 

20.卫生组织在对印度鼠疫暴发反应方面的协作包括通过合作中心确认流行的发生; 

流行控制；便于对鼠进行生态学研究的措施和改善实验室设施；及以新闻发布形式 

协调情报工作。 

扎伊尔埃波拉出血热 

21. 1995年5月初，卫生组织被告知在扎伊尔暴发了出血热，随后，此病被确认为 

埃波拉出血热。两天后，一个包括卫生组织职员在内的国际专家组到达现场，实施 

监测、预防和控制活动。暴发得到了控制并于1995年8月在经过两个潜伏期之后宣 

布暴发结束》从追朔到1995年1月初的首位病例到1995年7月14日出院的最后一例， 

共发生316名病例，其中死亡245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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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卫生组织在这次暴发中的协作是广泛的:一个合作中心对诊断进行了确认，流 

行控制因对国际反应后勤方面(交通、物资和设备〉的协调，对捐助者的动员及每天 

发行新闻稿而得以顺利进行。它促进了国际专家的参与，这些专家对反应作出了贡 

献，并通过在当地提供培训及流行控制所必要的其它活动资金协助填补了援助空缺。 

23.卫生组织通过合作中心和其它国际专家的工作，促进了其它流行病学和临床研 

究，由此，在必要时给子直接支持，确保适当的技术力量能够集中在流行现场；卫 

生组织合作中心也参与了寻找病毒自然歡主的生态学研究。最后，卫生组织促进建 

立一项中期基础设旅，该设施由暴发得到控制后的队伍和受训人员得以加強并与来 

自不同国家的国际专家协作进行。 

《国际卫生条例》 

24.在日内瓦(1995年12月11—14曰）召开一个对流行病的国际反应和实施《国际卫 

生条例》的协商会议，考虑由许多传染病引起的公共卫生威胁的不断演化问题，国 

际旅行的大量增加会快速地传播疾病的可能性，及《国际卫生条例》在21世纪的必 

要性和作用。国际传染病监测委员会
(1)
在讨论《条例》的修订时将考虑该协商会的 

建议。拟议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将提交即将召开的卫生大会作出决定。 

需卫生大会特别注意的事项 

25.请卫生大会注意本报告。 

⑴该委员会（19%年前为国际检疫委员会）汇集由总干事（也是该委员会秘 

书）根据其《条例》所述宗旨（见《正式记录》，1974年，第217期，第 

73—79页，及1977年，第240期，第62页，后刊载于文件HST/CISCD/ 

86.1),特别是审查《国际卫生条例》的应用及相关事项并就此提出建议 

而从有关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团中任命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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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5月16日 

新出现和重现的传染病及 

《国际卫生条例》的修订 

文件M9/6增补件提供了 19%年2月以来的活动概况。它报告了规划的制订 

和管理；对国家传染病监测和控制规划的支持；WHA48.7号要求修订《国际 

卫生条例》决议的实施迸展情况；及对近期一些疾病暴发和流行的反应。 

规划的制订和管理 

1. 19%—2000年期间的战略计划草案已经19%年2月国际协商会审查。根据协商会 

的建议对计划作了修改，更明显地強调了在监测和控制传染病中的规范职能。新出 

现和其它传染病监测和控制司的组织结构也作相应改变，并已完成。 

疾病监测和控制 

2.在总部和区域办事处对工作进行了密切的协调，以加强和支持国家疾病监测、 

预防和控制规划。最近具体的活动包括： 

•评价只宁国家流行病学监测系统，并计划建立更有效和持久的系统； 

•评价乌干达卫生情报系统，并制订国家实施计划，包括卫生情报政策和卫 

生检查框架； 

制订佛得角国家霍乱规划，并举办了一系列讲习班，以提高政治责任感和 

加强针对流行病的准备和实验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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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卫生组织流感监测系统收集和分析的资料决定19%—97年期同流感疫 

苗的成份； 

•鉴于预见到的未来几年抗原性的重大改变，制订预防流感流行的战略； 

•建立监测抗菌素抗药性的全球数据库和网络，编制实验室培训材料和发展 

质量评价系统； 

•在东非进行黄熱病实验诊断培训及针对流行准备的培训； 

•共同发起一次国际协商会议，以确定乙型肝炎监测和公共卫生控制的重点， 

并建立监测数据库； 

•就制订更好的传染材料运输条例一事与生物安全专家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进行商讨； 

•起草建议，以限制牛海绵状脑病的传播，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感染的危 

险； 

•建立对变异的克罗伊茨菲尔德一雅可布氏症病的监测； 

•建立一个区域网络，以监测和控制新出现的南非汉太病毒感染； 

•编制针对具体疾病的指南和须知； 

•迅速散发传染病新闻和流行病情报；在国际交互两络建立“家庭专页”， 

并用电脑散发《流行病学周报》。 

《国际卫生条例》 

3. WHA48. 7号决议要求总干事为修订《国际卫生条例》釆取步骤。为落实这一决议， 

卫生组织在1995年12月11 —14日日举行了非正式磋商，以考虑国际上对最近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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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和《国际卫生条例》的应用情况。磋商指出，世界卫生状况的变化及国际旅 

行量的增加也是应用这一条例的重要因素。 

4.磋商会的结论是，该条例曾相当符合并仍继续符合其包含的原则。然而，它不 

能指导管理新的重现疾病所需的程序，特别是对那些有国际威胁的疾病。在检查、 

报告和釆取行动等方面，国际协调是至关重要的。专家们认为，对传染病的国际监 

督通过改进的监测和干预战略进行比远离传染源之地釆取检疫措施更为有效》 

5.因此磋商会强调，最大限度地保证遏制疾病的国际传播，及对世界交通贸易的 

最小干预应仍然是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的基本原则。 

6.磋商会提出了如下关键性建议： 

( i ) 《条例》应修订和扩充，特别是现在仅立即报告三种具体疾病的做法应改 

为立即向卫生组织报告发生属于国际重要疾病的已查明的综合症；应强调 

报告对控制疾病措施有益的一切基本流行病学情报； 

(H ) 修订后的《条例》应伴有一份实用手册，详细规定关于国际报告要求的准 

则，以便利于《条例》的应用； 

(iü)修订后的《条例》应与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所有流行病监测和控制活动 

结合实施； 

(iv) 应扩充《条例》，使之包括对不适宜和不必要干预的描述，并明确指出这 

些行动不需要的原因。 

7.这些建议已由总干事寄给各会员国，以便根据WHA48. 7号决议第1执行段提出意 

见，该段敦促各会员国参加《条例》的修订。 

8.可以预料，总干事将召集国际传染病监测委员会会议，以便根据非正式磋商会 

的结论和建议及会员国的意见，考虑如何修订《条例》。该委员会研究的修订方案 

将提交给卫生大会，按照卫生组织《组织法》子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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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疾病暴发与流行的反应 

9.卫生组织（新出现和其它传染病监测和控制司，紧急和人道主义行动司，及区 

域办事处）对下列疾病的暴发与流行作出了反应。 

加蓬埃博拉出血热 

10.埃博拉出血热的暴发19%年1月到3月发生于加蓬奥果韦一伊温多省的一个村。 

这是由于屠宰、运输和加工在森林中发现死亡的一只黑猩猩引起的》总共发生37 

例，其中死亡21例；37例中的21例（其中19例死亡）与直接接触死亡的黑猩猩有关。 

迅速发现这一疾病和适宜的控制措施使暴发很快得到控制。19%年4月23曰正式宣 

布结束。 

11.卫生组织的反应包括在卫生组织一个合作中心对诊断的确认，以及新出现和其 

它传染病监测和控制司及非欧区域办事处人员小组对暴发的调查和控制工作，包括 

跟踪患者和感染者，培训地方卫生人员及与国家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在加蓬建立流 

行后监测系统。 

利比里亚黄热病 

12.在利比里亚大巴萨州布坎南港口城市及其周围暴发的黄熟病于1995年11 一 12月 

间达到高峰，报告病例共356例，9例死亡。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和消灭蚊虫孳 

生地，暴发受到了控制。100多万靶人群中80%以上接受了接种。于是控制了暴发， 

在首都蒙罗维亚或邻国均无痏例发生。 

13.卫生组织的反应包括非欧区域办事处一个小组进行的流行病调查，对诊断的确 

认，资源动员（包括总部紧急和人道主义行动司）及对接种运动和媒介控制活动的 

领导。 

西非脑膜炎 

14.脑膜炎严重流行今年发生于非洲11个国家。报告的病例超过38 000例，死亡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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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主要在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流行还没有结束，它 

是由尼斯河脑膜炎血清组A引起的。流行控制取决于对病例的快速诊断和治疗，及 

对易感人群的疫苗接种，情况已经得到控制，虽然疫苗的缺乏影响了活动，可望在 

雨季开始后流行才能完全结束。 

15.卫生组织的反应包括该司和区域办事处人员组成的小组对流行的评价，卫生组 

织一个合作中心对诊断的确认，动员资源釆购抗菌素和疫苗（包括紧急和人道主义 

行动司），组织疫苗接种规划及培训活动。 

传染性海绵状脑病 

16.在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了牛海绵状脑病的重 

大流行，最近在成年青年中发现10例非典型克罗伊茨菲尔德一雅可布氏症病。这一 

综合症和牛海绵状脑病之间因果联系的可能性被建议作为这种人类新疾病的解释， 

但目前没有直接证据。 

17.卫生组织曾就传染性海绵状脑病举行过三次协商（1991、1993和1卯5年）。在 

英国最近发现之后，19%年又举行了两次国际协商会，以审查现有的关于传染性海 

绵状脑病的科学情报，提出关于限制牛海绵状脑病传播的措施，尽可能完全地防止 

人类对牛海绵状脑病的任何接触，并制订进一步研究这个疾病群的重点。在各区域 

办事处之间已经建立了变异的克罗伊茨菲尔德一雅可布氏症全球监测系统。 

需卫生大会特别注意的事项 

18.卫生大会可能希望注意这份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