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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犎犗研讨会会议报告，日内瓦，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３日至２４日
致谢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３、２４日，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研讨会，讨

论与媒介传染病相关的伦理问题。这次会议由全球卫生伦理团队的协调员
ＡｂｈａＳａｘｅｎａ和技术总监ＡｎｄｒｅａｓＲｅｉｓ组织，在研究、伦理和知识管理部研究
协调员ＶａｓｅｅＭｏｏｒｔｈｙ，以及ＷＨＯ总部卫生系统和创新、组织、证据、信息和研
究部主任ＴｉｅｓＢｏｅｒｍａ的全面指导下，与被忽视的热带病、艾滋病、结核病、疟
疾，以及被忽视的热带病组的媒介和生态管理部协调员ＲａｍａｎＶｅｌａｙｕｄｈａｎ联
合筹办。ＷＨＯ感谢为本报告（附录）作出贡献的专家小组，特别是蒙纳士大学
生物伦理中心（ＷＨＯ生物伦理合作中心）主任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ｅｌｇｅｌｉｄ，感谢他对本项
目从提出概念到实现方面的主要贡献。

特别感谢ＥｕｚｅｂｉｕｓｚＪａｍｒｏｚｉｋ，作为大会报告起草人，编写了本报告的第一
份草稿。所有专家都应邀对草案发表了意见。在此特别感谢下列专家做出了
实质性贡献：ＦｌｏｒｅｎｃｉａＬｕｎａ、ＣｈｅｒｙｌＣｏｘ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ＬｅｅＣｈｉｎｇＮｇ、Ｒｏｎ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ｅｌｇ。

感谢ＰａｔｒｉｋＨｕｍｍｅｌ作为ＷＨＯ全球卫生伦理部的顾问，对会议的支持、
概念说明的编写以及与受邀专家的沟通。没有寨卡病毒工作组的支持，这次会
议是不可能召开的。会议的部分经费来源于美国国际开发署（ＵＳＡＩＤ）用以应
对寨卡病毒病疫情的资金，在此特别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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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媒介传染病（ＶＢＤｓ）与沉重的负担有关，特别是在贫困和弱势的社区。通
过媒介传播的方式要求进行特定的公共卫生干预，因而产生了独特的伦理问
题。尽管与ＶＢＤｓ相关的伦理问题日益重要，但以前并没有对其进行过全面
探讨。

许多ＶＢＤｓ是典型的“被忽视的疾病”。这在伦理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当研
究和控制活动的投入与疾病负担不成比例时，可能会产生本可以避免的伤害
（特别是对穷人），以及不能达到预测和防范流行病的目的（最近寨卡病毒感染
和黄热病暴发期间我们所观察到的便是如此）。

更普遍的是ＶＢＤｓ负担分配不均，穷人、孕妇和儿童往往面临更大的风险。
就ＶＢＤｓ的社会决定因素而言，这种脆弱性还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气候变化
增加了最贫困人群的ＶＢＤｓ负担，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现有的全球性不公平。

恰当决策需要明确考虑的常常不仅是科学问题，还有伦理问题。然而，
ＶＢＤｓ控制和研究中出现的伦理问题以前没有得到分析，这些分析是进一步改
进公共卫生规划所必需的，ＷＨＯ成员国在这方面也缺乏具体指导。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３日至２４日，ＷＨＯ举行的研讨会，讨论了与ＶＢＤｓ相关的

伦理问题。会议上，超过２５名国际和ＷＨＯ专家讨论了突出的伦理问题和未
来指南的主要特点。他们提出了与ＶＢＤｓ相关的伦理问题，特别强调了环境和
社会的健康决定因素、媒介控制伦理（包括新技术）、监测和研究中的伦理以及
大规模公共卫生干预伦理。

这些主题构成一个项目的基础，该项目将更全面地确定和分析与ＶＢＤｓ相
关的伦理问题，最终目标是在未来两年内制定出相关的ＷＨＯ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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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概述

媒介传播疾病（ＶＢＤｓ）是全球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全球超过一半的人
口处于ＶＢＤｓ的威胁之中，而ＶＢＤｓ负担又不成比例地落在最贫穷和最弱势的
个人和人群身上［１］。因此，贫困与ＶＢＤｓ的发生密切相关，贫困与疾病的循环
往往没有止境［２３］。许多健康不良的社会决定因素集中在ＶＢＤｓ负担高的人群
中，为这些被忽视的疾病而改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２］可以促进全球卫生公平。
像穷人的其他健康问题一样，许多ＶＢＤｓ被忽视了几十年，监测、研究和控制资
金不足，最近寨卡病毒感染和黄热病暴发造成的严重健康后果就是例证。这些
紧急情况突出表明，迫切需要填补这些空白并执行旨在更公平地分配资源和卫
生福利的全球卫生政策。

媒介对环境因素敏感。气候变化又增加了ＶＢＤｓ的负担，这对最弱势的群
体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公［４７］。与此同时，最近的科学进展带
来了新的媒介控制技术，包括转基因蚊子。因此，气候变化和新技术为在伦理
上评估当前和未来的ＶＢＤｓ政策提供了额外的、新的理由。重要的优先事项应
包括确保不加重疾病负担中的不平等，尽可能减轻风险，并确保公共卫生决策
（可能影响大量人群）基于良好的管理和谨慎的风险效益评估。

在ＶＢＤｓ中，疟疾是全球最大的疾病负担。该疾病每年在ＷＨＯ非洲地区
造成１００多万人死亡［８］。２１世纪初，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只有２％的有患
疟疾风险的婴儿睡在经长效杀虫剂处理的蚊帐里，而这一数据到２０１５年则为
６８％。２０００年以来，增加对疟疾的资助和控制一直是全球卫生优先事项伦理重
构的一部分。经过改进和加强防制措施，仅对疟疾的资助与控制就避免了大约
６亿人死亡［８］。然而，疟疾以及其他更被忽视的ＶＢＤｓ仍面临许多挑战。

ＶＢＤｓ的特定定义反映了它们媒介传播的特征，因此其流行病学特征受到
媒介因素以及宿主因素的影响。这为疾病控制提供了其他传染病所没有的机
会，并提出了与媒介控制有关的特有的伦理问题，因此是ＶＢＤｓ所独有的。这
些独特的问题包括强制的或授权的媒介控制伦理、杀虫剂的使用（比如媒介对
杀虫剂的抗药性日益增强），以及对新的媒介控制技术的研究和／或部署。其他
一些重要的、却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伦理问题虽然并非ＶＢＤｓ所独有，但在此背
景下也显得很重要，包括健康的环境和社会决定因素对司法的影响、筛查和疫
苗接种、治疗无症状感染、全人群服药策略与抗生素的耐药性，和研究方面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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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比如人类挑战研究（故意让志愿者感染病毒的研究）以及对孕妇和儿童
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最近的疫情表明，现在是在伦理上更加关注所有这些问题
的时候了。

鉴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以往对ＶＢＤｓ相关伦理问题的关注不足，ＷＨＯ
全球卫生伦理部于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３日至２４日在日内瓦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从多
个学科和背景的视角，收集了与ＶＢＤｓ相关的基本上未经探索的伦理问题。会
议汇集了ＷＨＯ主要的ＶＢＤｓ利益相关者———媒介控制、母婴健康、生态和气
候变化、研究和疫苗开发、疾病暴发的沟通，以及独立的外部专家（附录）。被选
中的外部专家在媒介生物学、疾病控制和／或在传染病伦理的技术方面都有所
贡献。该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在两年内编写一份指南文件，对ＶＢＤｓ预防和控制
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第一次全面分析。

会议第１天介绍和讨论了关于ＶＢＤｓ的生物学、流行病学和防制措施的
背景信息，及其如何引起重要的伦理考虑。与会者集中讨论了ＶＢＤｓ背景下
健康的社会和环境决定因素的伦理影响，还讨论了性别、妊娠和儿童以及气
候变化的影响在ＶＢＤｓ流行病学和对其控制中的作用。此外，还通过介绍监
测和控制ＶＢＤｓ的实地经验对这些伦理考虑进行了补充。初步讨论涉及几个
交叉问题，包括社区参与、风险的沟通和易感性，以及研究、监测和控制方面
的重要差距。

会议第２天介绍和讨论了涉及媒介控制、监测和研究重点、ＶＢＤｓ研究方法
和新的媒介控制技术中的伦理问题。在标准媒介控制中提出的伦理问题包括
获得的公平性、媒介耐药性、疾病反弹的风险、媒介消除，以及在特定情况下（例
如疫苗接种、全人群服药策略和抗生素耐药性）个人和社区各级的利益和风险
之间的潜在冲突。在监测和研究伦理中讨论的问题包括人工诱捕方法、人类挑
战研究，以及应对重大差距以维持和增加疾病控制的益处。对新的媒介控制技
术进行了综述，并就未来部署的治理和决策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Ⅱ　背景

１．媒介、负担和传播
尽管数十亿人面临ＶＢＤｓ的风险，但由于多种原因如贫困、难以获得高质

量住房和卫生设施，以及在农村居住（尽管伊蚊等城市媒介也日益严重），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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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弱势的人所面临的风险更大。虽然媒介通常在人与人或动物与人之间进
行短距离疾病传播，但全球旅行的范围和速度在广泛传播ＶＢＤｓ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受感染人员的长途旅行和受感染媒介的意外转运可增加国际
间的流行，最近寨卡病毒感染和黄热病的暴发就是证明。

制订有效的防制措施需要了解人类ＶＢＤｓ的流行病学变化。影响ＶＢＤｓ
传播模式的因素有———ＶＢＤｓ的生物学和进化史、媒介的行为和气候敏感性、人
类的风险和行为。
ＶＢＤｓ与多种生物门相关（表３１）。ＶＢＤｓ病原体具有复杂的生命周期，

涉及人、媒介和某些情况下的中间动物宿主。随着人类定居点的扩展，许多
ＶＢＤｓ病原体从人畜共患病进化而来，而这一进化史构成了ＶＢＤｓ复杂的生命
周期和传播模式的基础，例如人类的黄热病疫情遵循其病原体在猴子种群中的
生命周期。因此，当代环境和社会经济变化（土地利用、农业扩张和气候等）可
能增加ＶＢＤｓ在动物和人类之间传播的可能性（溢出效应），例如，通过改变自
然动物宿主之间的传播动态、疫区的面积以及人和动物互动的类型和频率。这
些现象需要多部门监测，包括加强家畜和野生动物监测，加强与公共卫生机构
的部门间协调，以促进对人类流行病的预测。

表３１　按生物分类的媒介传播疾病

犞犻狉狌狊病毒 犅犪犮狋犲狉犻犪细菌 犘犪狉犪狊犻狋犲寄生虫
Ｄｅｎｇｕｅ登革热 Ｐｌａｇｕｅ鼠疫 Ｍａｌａｒｉａ疟疾

Ｙｅｌｌｏｗｆｅｖｅｒ黄热病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ｏｓｉｓ
立克次体病 Ｃｈａｇａｓｄｉｓｅａｓｅ恰加斯病

Ｚｉｋａ寨卡 Ｂｏｒｒｅｌｉｏｓｉｓ
螺旋体病

Ｄｒａｃｕｎｃｕｌｉａｓｉｓ（ｇｕｉｎｅａｗｏｒｍｄｉｓｅａｓｅ）麦
地那龙线虫病（几内亚蠕虫病）

Ｃｈｉｋｕｎｇｕｎｙａ基孔肯亚雅热Ｔｕｌａｒａｅｍｉａ
土拉菌血症 Ｌｙｍｐｈａｔｉｃｆｉｌａｒｉａｓｉｓ淋巴丝虫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流行
性乙型脑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评估污染
影响

Ｌｅｉｓｈｍａｎｉａｓｉｓ利什曼病

ＣｒｉｍｅａｎＣｏｎｇｏ
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ｆｅｖｅｒ克里米
亚刚果出血热

Ａｓｓｅｓｓｂｌｉｎｄｉｎｇ
评估致盲

Ｏｎｃｈｏｃｅｒｃｉａｓｉｓ（ｒｉｖｅｒ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盘尾丝
虫病（河盲症）

ＲｉｆｔＶａｌｌｅｙｆｅｖｅｒ裂谷热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血吸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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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犞犻狉狌狊病毒 犅犪犮狋犲狉犻犪细菌 犘犪狉犪狊犻狋犲寄生虫

Ｓａｎｄｆｌｙｆｅｖｅｒ（ｐｈｌｅｂｏｔｏｍｕｓ
ｆｅｖｅｒ）白蛉热

Ｈｕｍ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ｔｒｙｐａｎ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非洲人类锥虫病（昏睡症）

ＷｅｓｔＮｉｌｅｆｅｖｅｒ西尼罗河热

Ｔｉｃｋｂｏｒｎｅ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森林
脑炎

　　虽然与会者也讨论了非节肢动物传播的病原体（如血吸虫病）可能会引发类
似的伦理问题，但是吸血节肢动物依旧是主要的传播媒介（表３２）。蚊子对温度
和降雨等环境因素极为敏感，可传播约８０％的人类媒介传播疾病。因此，环境变
化及其对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影响都会影响ＶＢＤｓ的传播。疾病控制由于媒介行
为而变得复杂，例如伊蚊经长期进化而适应了在人工容器中繁殖，最近为应对防
制措施而改变了叮咬时间。

表３２　主要媒介传播疾病及其媒介

犇犻狊犲犪狊犲疾病 犕犪犻狀狏犲犮狋狅狉主要的媒介
Ｍａｌａｒｉａ疟疾 Ａｎｏｐｈｅｌｅｓ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按蚊

Ａｒｂｏｖｉｒｕｓｅｓ：ｄｅｎｇｕｅ，ｙｅｌｌｏｗｆｅｖｅｒ，ｃｈｉｋｕｎｇｕｎｙａ，Ｚｉｋａ虫媒病
毒：登革热、黄热病、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日本脑炎 Ａｅｄｅｓ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伊蚊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日本脑炎 Ｃｕｌｅｘ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库蚊
Ｌｙｍｐｈａｔｉｃｆｉｌａｒｉａｓｉｓ淋巴丝虫病 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各种蚊子
ＲｉｆｔＶａｌｌｅｙｆｅｖｅｒ裂谷热 Ａｅｄｅｓ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伊蚊
ＷｅｓｔＮｉｌｅｆｅｖｅｒ西尼罗河热 Ｃｕｌｅｘ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库蚊
Ｌｅｉｓｈｍａｎｉａｓｉｓ利什曼病 Ｓａｎｄｆｌｉｅｓ白蛉
Ｏｎｃｈｏｃｅｒｃｉａｓｉｓ（ｖｉｖｅｒ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盘尾丝虫病（河盲症） Ｂｌａｃｋｆｌｉｅｓ黑蝇

Ｈｕｍ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ｔｒｙｐａｎ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ｓｌｅｅｐｉｎｇｓｉｃｋｎｅｓｓ）非洲人
类锥虫病（昏睡病） Ｔｓｅｔｓｅｆｌｉｅｓ舌蝇

Ｓａｎｄｆｌｙｆｅｖｅｒ（ｐｈｌｅｂｏｔｏｍｕｓｆｅｒｅｒ）白蛉热（静脉抽血热） Ｓａｎｄｆｌｉｅｓ白蛉

Ｄｒａｃｕｎｃｕｌｉａｓｉｓ（ｇｕｉｎｅａｗｏｒｍｄｉｓｅａｓｅ）麦地那龙线虫病（几内
亚蠕虫病） Ｗａｔｅｒｆｌｅａｓ水蚤

Ｃｈａｇａｓｄｉｓｅａｓｅ恰加斯病 Ｔｒｉａｔｏｍｉｎｅｂｕｇｓ锥蝽臭虫
ＣｒｉｍｅａｎＣｏｎｇｏ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ｆｅｖｅ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Ｔｉｃｋｓ蜱虫
Ｔｉｃｋｂｏｒｎｅ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森林脑炎 Ｔｉｃｋｓ蜱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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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犇犻狊犲犪狊犲疾病 犕犪犻狀狏犲犮狋狅狉主要的媒介

Ｂｏｒｒｅｌｉｏｓｉｓ（Ｌｙｍｅｄｉｓｅａｓｅ）螺旋体病（莱姆病） Ｔｉｃｋｓ蜱虫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血吸虫病 Ｆｒｅｘｈｗａｔｅｒｓｎａｉｌｓ淡水螺
Ｐｌａｇｕｅ鼠疫 Ｆｌｅａｓ跳蚤
Ｔｕｌａｒａｅｍｉａ土拉杆菌病 Ｔｉｃｋｓ，ｄｅｅｒｆｌｉｅｓ蜱虫、鹿蝇
Ｓｃｒｕｂｔｙｐｈｕｓ恙虫病 Ｍｉｔｅｓ恙螨

　　因此，ＶＢＤｓ的流行病学和防制措施取决于该媒介传播的途径主要是人传
人（如疟疾和登革热），还仅仅是动物传人（如裂谷热和西尼罗河热），以及无症
状感染的发生率。许多ＶＢＤｓ中无症状感染的高患病率引发了明显的伦理问
题。例如，许多虫媒病毒感染病例，包括寨卡病毒病（约８０％无症状）、黄热病和
登革热，只产生轻微症状或无症状。但必需要认识到，即使没有或症状轻微的
感染也可能导致疾病传播，从而对他人造成风险。

更好地理解动物、人类、媒介和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已经帮助改进了
媒介控制策略，但仍存在许多挑战（例１）。

　例１ K7FGHLMC2ND

　　获取（现有）防制措施的缺口；
尚未开发有效的疫苗和／或治疗方法；
已经开发出有效的疫苗和／或治疗方法，但生产和供应不足；
病原体对治疗的耐药性；
媒介对杀虫剂的抗性；
无症状感染的流行推动了传播；
难以预测新媒介传播疾病的出现（如人畜共患病）和／或其地理传播

（如由于全球化和／或环境变化）。

２．界定伦理问题
因为病原体是由第三方（即媒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而且媒介防制措施

独特，比如使用新技术，所以ＶＢＤｓ引发了独特的伦理问题。ＶＢＤｓ是伦理分析
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因为它们会引发严重后果———巨大的疾病负担、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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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传播（无论媒介在哪里）和导致疾病暴发的高无症状感染率。与其他传
染病一样，ＶＢＤｓ与贫困以及健康的环境和社会决定因素密切相关，引发了全球
卫生不公平问题。

与会者一致认为，会议范围以及未来ＶＢＤｓ的伦理指南应该既包括必要的
和／或独特的与ＶＢＤｓ相关的伦理问题，也包括那些在ＶＢＤｓ中很突出，但不一
定是，或仅仅是由ＶＢＤｓ引发的伦理问题。他们承认，一些伦理考虑可能只针
对某个特定的ＶＢＤ，而另一些可能适用于普遍的ＶＢＤｓ。

　例２ FGHLMC2./OPQ

严重后果或危害：
沉重的疾病负担；
国际传播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高昂的经济成本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大量无症状携带者。

正义的问题：
不公平的负担（对弱势群体的影响不成比例）；
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伦理含义；
在获得治疗和防制措施方面的不公平；
社区干预的利益和负担分配不均；
相对于疾病负担而言，研究资源少得不成比例。

媒介传染病特有的伦理问题：
媒介监测、控制和伦理研究；
媒介控制新技术。

许多针对ＶＢＤｓ的干预措施，从长效杀虫蚊帐、消灭国内媒介滋生地到全
人群服药策略，都是通过减少疾病传播，让个人受益。因此，除了集中的公共卫
生干预措施之外，ＶＢＤｓ防制措施想要达到人群水平收益往往需要许多社区成
员采取集体行动。预防和媒介防制措施应该从伦理道德上激发集体责任，以防
止伤害和实现公共卫生利益。预防和控制ＶＢＤｓ的集体行动的最终收益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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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首先集中分配给最弱势群体，如孕妇和婴儿。这种模式类似于其他疫苗可预
防的疾病，弱势群体可能从人群免疫中获益最多。卫生收益的社会分配为在社
区一级进行干预提供了伦理的道德理由，以减少ＶＢＤｓ对弱势群体的危害。
ＶＢＤｓ所特有的干预措施引发的独特伦理问题是重要的论题，但以前没有

任何文件全面涵盖与媒介控制有关的伦理问题。控制ＶＢＤｓ的新技术（如转基
因蚊子）引发了新的伦理问题。虽然适用于这类技术的管理机制可能与应用于
其他地方的管理机制类似（例如，更普遍涉及生物转基因），但是媒介转基因潜
在的重大的地理上的广泛影响仍值得特别注意。

Ⅲ　健康的环境和社会决定因素

１．性别
了解性别问题对ＶＢＤｓ风险的影响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女性和男性疾病负

担的汇总统计。通过“性别视角”分析ＶＢＤｓ发病率、患病率和控制情况可以帮
助改进政策和规划。通过识别障碍获取和控制有关资源，性别分析可以帮助发
现有助于促进公平的解决办法。

“性别角色准则”（或“哈佛分析准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曾在加纳人口健
康调查中有效地应用于疟疾发病率的分析，现在正应用于血吸虫病和裂谷热的
分析。该准则由三部分组成（例３），就社会经济活动、获取和控制以及影响疾病
负担的其他因素这三个详细问题给出了答案，进而可以提供更详细的数据［９］，
以用于改进研究和控制的规划。对于某些ＶＢＤｓ，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应根据其
作用和暴露程度以不同的方式分别对应女性或男性。

　例３ >?FGHLMC2RQSTUVWX

　　干预的机会取决于社会角色。例如，患血吸虫病的风险与接触水和受感染
的淡水蜗牛有关。因此，在许多社区，女性将面临更高的风险，特别是在主要由
女性负责取水和洗衣的社区。向女性宣传接触水的危险，并向一般社区宣传在
水源地上游排尿或排便的后果，可能有助于减轻疾病负担，但这些因素将取决
于具体情况，需要采取有细微差别的办法。此外，随着环境因素和农业实践的
改变，风险也将发生变化。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农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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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往往是无偿的），并且越来越多地利用灌溉来对抗严重干旱，这意味着接触
水的人员和环境相关的风险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组成
社会经济活动：“谁做什么、何时、何地、持续多久？”
获取和控制：“谁可获得资源（土地、设备、资金）和利益（教育、卫生、

政治）？谁能控制这些资源和利益？”
影响因素：“哪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

获取和控制方面的性别差异？”
举例

分析疟疾长效杀虫蚊帐的获取和控制，作为解决实施中差距的一种
方法；

取水妇女患血吸虫病的风险；
职业接触受感染动物的男性患裂谷热的风险。

相反，裂谷热的风险主要是由蚊子传播或直接接触受感染动物的血液造成
的。由于这种情况下的职业危险群体由男性占主导地位，例如牧人、农民、屠夫
和兽医，“性别角色准则”也可能有助于改进对男性的教育和防制措施规划。

２．妊娠
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６年，以巴西为中心的寨卡病毒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

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突显了女性生殖自由的伦理重要性，尤其是那些在妊娠期
间感染了被忽视的ＶＢＤｓ的女性。弱势是许多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例如
贫困、营养不良和缺乏获得卫生保健的机会）的产物，在贫困社区，育龄受感染
妇女是一个特殊的多因素导致弱势的例子。

寨卡病毒感染不是唯一在这些社区内流行的ＶＢＤｓ。孕妇、胎儿以及婴幼
儿也是其他蚊媒疾病的主要危险人群，如疟疾和登革热（表３３）。目前迫切需
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这些疾病和妊娠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包括多个病原体
合并感染），以及妇女和她们孩子感染的全部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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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３　妊娠和媒介传播疾病

媒介传染病对妊娠的影响 举例
患严重疾病的风险更高 妊娠期间的严重或致命疟疾
与妊娠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 疟疾加重妊娠贫血
不良妊娠结局增加 登革热导致低出生体重或流产
母婴传播 基孔肯雅热

先天性感染 先天性寨卡病毒综合征、先天性西尼罗河病
毒综合征

妊娠期相对免疫抑制，易导致慢性感染 血吸虫病

孕妇感染性病 考虑对感染寨卡病毒的妇女进行伴侣筛查和
屏障法避孕

由于缺乏安全数据，妊娠期未使用有效的
治疗方法 妊娠期新型抗疟药物安全性研究不足

　　会议期间，ＷＨＯ母婴健康和预防不安全堕胎小组就保护母亲和孩子的重
要性发表了意见，为改善在孕期和围产期获得媒介防制措施（如长效杀虫蚊帐）
和治疗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伦理依据。众所周知，一些干预措施具有重大的、直
接的好处，例如对妊娠期疟疾的全人群服药策略，但应更密切地监测这些政策
的长期结果，因为耐药性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孕期更为严重，
因为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了对孕妇的研究，导致新药在孕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未知。

出于类似的原因，许多ＶＢＤｓ在妊娠期间感染的后果是未知的。此外，对
孕妇的研究需要及早确认怀孕，并普及在许多地区和人群中仍然缺乏的产前保
健。与会者一致认为，有充分理由扩大产前保健的可及性，并对孕妇进行更多
的、安全的、合乎伦理的研究，以弥补这些差距。

研究和开发寨卡病毒疫苗的伦理必要性凸显了这种努力的重要性（例
４）［１０］。由于先天性寨卡病毒综合征是寨卡病毒感染最严重的后果，因此疫苗研
究尤其应该着眼于降低孕妇感染的风险，不过这存在一个重大挑战，即女性在
意识到自己怀孕之前可能已经感染了寨卡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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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４ YZ[\]^C_`abIcd2eP./fg

组成
开发一种疫苗，最理想的是能保障孕期安全和／或保护孕妇的疫苗

（例如，在育龄前为女孩接种疫苗）；
在伦理监督下，允许孕妇和育龄妇女参加寨卡病毒疫苗的试验；
收集孕妇接种寨卡病毒疫苗的安全性数据（例如，孕妇在怀孕早期

意外接种疫苗的数据），即使这些疫苗并非针对孕妇。

寨卡病毒疫情突出了在生殖自由和获得生殖卫生保健方面的重要政策空
白，例如在拉丁美洲。为保护孕妇和她们的孩子，２０１６年４月在华盛顿特区举
行了一场关于寨卡病毒暴发引发的主要问题伦理指南商讨会，确定了一些伦理
责任［１１］（表３４），并在会上得到广泛认可。例如，有强有力的伦理理由允许妇
女在所有的生育相关选项中作出选择，并通过提供避孕和安全终止妊娠来避免
不安全堕胎。更广泛地说，孕妇应优先获得有效干预措施。由于需要孕妇参与
研究来回答关于ＶＢＤｓ的特别重要的科学问题，未来的指南必须阐明伦理委员
会和研究人员如何促进孕妇在研究中的安全。

表３４　与寨卡病毒有关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确定的伦理责任

领域 举例

研究
为应急研究提供伦理监督的高标准
让社区参与以建立信任
将孕妇纳入研究的义务
有关研究的伦理的能力建设

公共卫生
在媒介控制、预防和治疗方面获得有效干预措施
监测和数据共享
清晰的风险沟通，更新迅速变化的科学知识

提供服务
普及避孕和生殖保健
便利的安全堕胎
促进知情决策

政府与社区
支持生育自由
支持妇女的选择
支持受感染儿童的父母和照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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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儿童
婴幼儿是许多ＶＢＤｓ的重要危险群体，他们依赖父母和当地社区来满足一

般需求，包括获得ＶＢＤｓ的预防和治疗。儿童对ＶＢＤｓ和其他健康问题易感，
部分是因为他们的依赖性，部分是因为生理因素。与会者强调，儿童早期疾病
或慢性感染可能对他们的成长产生重大的长期影响，而早期干预可以预防。因
此，在道义上有必要让所有年龄和成长阶段的儿童获得预防和治疗，进行更多
的研究以进一步改进这些干预措施，并采取更多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减少
健康发展的社会和环境障碍。

一些社会和环境的决定因素直接影响到儿童对ＶＢＤｓ的暴露和易感性。社
会规范要求儿童晚上尽早就寝，但这可能使儿童比成人更容易接触到锥虫类媒
介，并因此患上恰加斯病。另外，储水和废物管理方式会影响蚊子和其他媒介的
滋生和暴露，孩子们在户外的不同地区或时间会影响他们暴露于蚊虫的机会。同
样，儿童、他们的母亲及其照顾者属于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对媒介影响的群体。

先天性寨卡病毒综合征等媒介传播疾病和其他疾病可能会通过反复发作
或立即发作破坏儿童的神经发育。与改善获得营养、社会服务、教育和卫生保
健的干预措施一样，旨在减少与媒介接触的干预措施有助于履行改善神经发育
条件的责任，并带来重大的长期利益。

与会者一致认为，决策不仅应针对当前的儿童，而且应针对未来几代人。
尽管预测未来收益存在困难和不确定性，但还是应该通过基于证据的、社会敏
感的手段积极实现可持续减少、消除和根除媒介和ＶＢＤｓ的长期目标。

４．环境和气候变化
影响ＶＢＤｓ流行病学的广泛环境机制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水

文系统变化、城市化和沿海资源枯竭。预计气候变化将改变许多相关媒介的流行
和地理分布，导致传播加剧、传播季节延长和／或一些疾病的重新出现。ＷＨＯ基
于气候相关健康影响的一个预测是，２０３０年至２０５０年间，每年有２５万人因气候
变化而死亡，其中６万人因疟疾而死［１２］。另一个分析表明，到２０８５年，气候变化
对伊蚊的影响将使全球登革热风险人群比例从３５％增加到５０％～６０％［１３］。

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小，但仍然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
的影响，包括潜在增加的ＶＢＤｓ暴露［７，１２］。这种不公平引起了深刻的伦理关注，
因为未来ＶＢＤｓ的流行病学和其他气候敏感疾病可能会加剧，在健康和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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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现有的严重的全球不公平现象。事实上，有关经济持续增长和健康进步的假
设强烈地影响了对未来气候条件下过高死亡率的预测，而最弱势群体暴露于
ＶＢＤｓ和气候相关危害的增加有可能反过来威胁这些假设［１２］。

会议简要介绍了ＷＨＯ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项目中媒介、环境和社会部
的有关工作。该部门的目标是促进研究、能力建立和发展合作，以加强社区获
得经过改善的控制和干预措施，从而减轻最弱势人群的疾病负担（包括ＶＢＤｓ），
它侧重于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有益的公共卫生影响。该部门还管理和协调一项
研究活动，其中包括关于气候变化和社会因素对疾病传播的影响这一领域至今
仍是空白。这些项目的研究目的有：①确定当地社会生态系统的特征；②评估
与各种暴露条件（气候变化和环境因素）以及脆弱性（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有
关的风险；③为更好地管理风险，制订出台政策和决策的实用准则、过程和工
具；④建立非洲跨学科面向政策的研究能力。在这些主题与上面讨论的主题之
间有希望的联系中，性别问题被纳入整个项目的主流，以便更好地了解性别动
态，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疾病的模式，并确保成功的控制措施。

在更广泛的政策层面，关于气候变化对ＶＢＤｓ的潜在不利影响，总体上伦
理的优先考虑是：①获得气候变化对ＶＢＤｓ影响的进一步证据；②加速ＶＢＤｓ
的预防控制和／或消除，以减少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发病率。同样，在疾病负担未
得到充分了解的地区改进监测工作，还有益于提高对未来流行病的防范和反应
能力，从而可能避免重大危害。

加强社区和卫生系统的适应力和恢复力，促进减缓气候变化战略对保护人
类健康至关重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对健康产生重要的共同利益，特别是考
虑到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７００万人死亡的全球健康风险［１４１５］。

Ⅳ　现场经验

会议听取了布基纳法索（非洲区域）、柬埔寨（西太平洋区域）和新加坡（西
太平洋区域）现场经验的详细介绍（摘要如下），并附带讨论了其他地方的经验，
例如拉丁美洲的寨卡病毒感染。

１．布基纳法索
控制疟疾、虫媒病毒疾病和被忽视的热带病方面的实际和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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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告关注本地ＶＢＤｓ控制中现有的问题。最近几十年，布基纳法索的
公共卫生项目消除了盘尾丝虫病和非洲锥虫病。当前的挑战是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黄热病流行和地方性ＶＢＤｓ。

黄热病的流行表明，针对ＶＢＤｓ的疫苗接种不能完全取代媒介控制，除非
疫苗非常有效，而且能够在危险人群中普及。最近在未接种疫苗的个体中发生
的一些病例暴露了疫苗供应的缺点，而使用小剂量疫苗引起了长期效力不确定
的问题。有人指出，《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对黄热病疫苗接种的要求在边境口
岸并未被完全执行，特别是在陆地边界。

使用第一种部分有效的抗疟疾疫苗也表明，尽管疫苗接种具有良好的潜在
价值和成本效益，但它也只是许多ＶＢＤｓ控制手段中的一种。布基纳法索疟疾
控制的主要措施是长效杀虫剂蚊帐和全人群服药策略。优先向孕妇和儿童等
有疟疾风险的群体分发蚊帐，但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获得机会不平等以及蚊帐
使用不当的问题。社区参与的一个积极成果是蚊帐的颜色符合了当地文化，例
如由于白色在当地与死亡仪式有关，绿色蚊帐提高了人们的接受度，这表明符
合当地文化的公共卫生规划和社区参与可以提高媒介控制干预措施的覆盖率。

在布基纳法索，全人群服药策略被广泛使用以此达到多种目的，包括用于
对妊娠期和婴儿期疟疾的间歇性预防治疗，以及用于对抗血吸虫病、淋巴丝虫
病和盘尾丝虫病。全人群服药策略的困难在于药物的获取、依从性、假药、耐药
性和对有效性的长期监测。虽然干预措施可以纳入产前保健，但一些弱势的孕
妇可能只有很少的或根本没有产前保健，因而难以获得间歇性预防治疗。在研
究环境中已经发现了对抗疟药物具有耐药性的基因突变，但这种检测尚未实际
广泛用于监测。

控制其他ＶＢＤｓ的困难包括缺乏登革热诊断检测，从而导致在疟疾和登革
热共同流行的地区对发热性疾病只能进行非特异性治疗。地方卫生部门遇到
许多与伦理有关的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与在当地资源不足，大部分资源来自外
部的情况下确定优先次序有关，比如应该优先预防还是治疗。

２．柬埔寨
疫情调查中的伦理挑战
本次介绍的重点是疫情调查，柬埔寨为此成立了可随时调遣的公共卫生团

队。鉴于２０１６年存在媒介蚊子和病毒感染的国际传播，应警惕监测当地寨卡
病毒感染病例。在一个项目中同时处理疟疾和登革热，以便从这两种疾病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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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蚊虫控制干预措施和其他控制ＶＢＤｓ（主要是寄生虫病）的项目中获益。
会议对疫情调查的困难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指出寨卡病毒感染等备受瞩目的

ＶＢＤｓ假阳性结果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不仅会造成公共卫生资源的浪费，还会对个
人和社区造成污名化和经济损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

与会者认为，在公共卫生活动的透明度与保护个人隐私和／或其卫生信息
的保密性之间保持平衡可能是困难的。当个人感染对他人造成严重威胁时，这
种平衡可能倾向于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以预防暴发，在此期间必须尽可能注意保
护个人隐私。但是众所周知，这并不是总能实现的。公共卫生活动对隐私的任
何不可避免的侵犯都应与其可能带来的公共卫生利益，以及采取其他替代性防
制措施的可能性进行权衡。

鉴于在疫情暴发早期调查中可能出现假阳性结果，在开展全面干预之前，
应谨慎确认任何疑似诊断和相关公共卫生风险。报告指出，寨卡病毒感染等疾
病中存在大量无症状病例，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疑似指标病例可能只是众
多病例中的一个，因此只针对一个人的干预可能既无效也不符合伦理。所以，
在可能的疫情中使用的干预措施应该是对可能的风险、收益和成本仔细进行的
技术和伦理权衡的结果。

３．新加坡
将高质量登革热监测与公众参与相结合
几十年来，新加坡通过住房条件的改善、资源充足的监测和控制项目以及

公众参与，在ＶＢＤｓ控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登革热控制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尽管有良好的媒介控制，但登革热疫情仍在持续。严格的登革热控制系统
对控制基孔肯雅热和寨卡病毒感染同样有益。

新加坡雇用了大约８００名蚊虫检查员，采用资源密集型的“搜索和消灭”方
法，以确保全面参与媒介控制战略。有活跃蚊子滋生地的家庭非常罕见（约占
１％），因此检查人员必须“敲１００扇门才能找到一个滋生地”。居所内可滋生媒
介的业主会受到惩罚，当局有权在事先通知后检查房舍，包括在无人居住时。
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比如当业主长时间不在家，且房屋周围有活跃的传播时，
才需要这样做。

另一方面，在技术上，准确的诊断检测、病毒鉴定以及综合的公共卫生数据系
统创造了高质量的监测，并已扩大为全年的，每两次疫情流行期间的预防措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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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疫情的预测战略。当预测疫情暴发的风险很高时，为使干预措施有更好的成本
效益，应采取强化防制措施并尽早将暴发的风险告知公众，这样可能避免许多病例。

公众参与和公共卫生宣传已成为新加坡登革热运动的核心活动。宣传的
重点是防止在家庭和社区滋生蚊子，长期目标是在大多数人群中养成习惯，促
进公共卫生。在不久的将来，新加坡计划部署沃尔巴克氏体进行媒介控制
（见第Ⅲ部分），并明确将这种措施作为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政策的一部分。

Ⅴ　与社区的互动

在许多情况下，与社区和公众接触被认为是一个跨领域的问题。与会者听
取了有关社区参与和风险沟通的方法，以及伦理问题的简报，包括在现代通信
技术（即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某些背景下，这些问题是如何演变的。

与会者认为，受ＶＢＤｓ影响，人群有权了解公共卫生对策并参与所有阶段
的决策，包括监测和早期检测的设计和实施、防范和遏制疫情暴发的政策、缓解
疾病流行和连续疾病控制的策略。ＶＢＤｓ的控制非常复杂，常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但是，这并不能免除尊重的伦理义务，以及与参与这些活动的社区成员进
行明确沟通的伦理义务；也不能免除公共卫生机构为公众利益而实施经过精心
设计的政策（例如大规模接种疫苗）的伦理义务。

在跨国疫情中，多个公共卫生行动者之间的国际协调对于适当和有效的干
预至关重要。应对疫情应尽力提高国际社会公众参与，促进信任和鼓励数据共
享，这两者都加强了全球监测和研究。在最近寨卡病毒感染和黄热病疫情暴发
的背景下，简要讨论了疫情期间关于旅行和旅行禁令的伦理问题。当无症状感
染的发生率很高时，旅行禁令不太可能长期阻止疾病的国际传播；此外，出于政
治和经济原因，只有在国际磋商之后，才能谨慎使用旅行禁令。总的来说，正在
考虑限制旅行或对旅行者进行强制隔离的决策者应该在个人自由行动的重要
性，或者旅行禁令带来的直接和间接负担，以及相对于此类政策预期的好处之
间权衡利弊。当对他人有重大威胁时（例如当一个感染者虽然没有发病，但携
带媒介，他的到来可能引起一个国家的疾病暴发），可能才有初步的伦理理由限
制个人自由。只有当这样做才能减少对他人的伤害，而且限制较少的措施不太
可能充分有效的情况下，才可作此考虑。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一些人通过社交媒体等在线方式获取健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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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错误信息）。虽然公共卫生机构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技术，但有些人可能仍
然更喜欢和／或更信任面对面的口头交流，就像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埃博拉病毒疫情
期间的情况一样。这是具有宝贵价值的另一个领域。疫情暴发之前和期间获
得的特定背景的社会文化信息。

Ⅵ　媒介控制

１．媒介控制与消除
媒介传染病的公共卫生干预目标是根除、清除或控制媒介。在某些情况

下，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共同努力，通过使用杀虫剂或其他措施在当地或全球消
灭媒介种群。历史上的例子包括２０世纪在南美洲大片地区消灭了来自巴西的
冈比亚按蚊和埃及伊蚊。最近，持续的行动成功地消灭了南美部分地区的查加
斯媒介和非洲部分地区的盘尾丝虫媒介。与会者简要介绍了这些方案可能产
生的生态后果，虽然并未被很好地论述，但有一些证据表明，其他种类的蚊子通
常会取代那些已被消灭的蚊子。当新物种的媒介能力较弱或不是疾病的媒介
时，这些方案便是有益的。事实上根除媒介传染病并不需要灭绝媒介。

会议提出的关于消灭媒介的重要伦理问题包括有必要实现特定的目标（例
如减少、控制或消灭疾病），做出长期的政治承诺以确保持续的行动，以及在一
个国家的消灭媒介战略可能影响或受到邻国政策影响时建立国际管理机制。监
测媒介对杀虫剂的耐药性或媒介的再生很重要，以防止疾病负担可能出现反弹。

２．媒介防制措施
最近ＷＨＯ对全球媒介控制战略（２０１７—２０３０年）进行了全面审查［１６］，建

议在控制ＶＢＤｓ方面实施媒介综合管理。该战略的目的是确保有效的、符合当
地情况的、可持续的媒介控制，以减少ＶＢＤｓ的负担和威胁。媒介控制经常涉
及使用杀虫剂（包括对付蜗牛媒介的软体动物杀虫剂），但其他方法也很重要
（例如覆盖储水容器以防止媒介滋生）。

蚊子是全球媒介控制的主要目标，因为在每年超过１００万的ＶＢＤｓ死亡
中，大多数是由蚊子传播的疾病造成的［１，１７］。媒介在从幼虫到成虫的整个生命
周期中都可以成为干预目标，比如通过移除家庭储水容器，或在容器上放置蚊
帐，在滋生地进行更大规模的环境干预，使用杀幼虫剂、杀虫剂、蚊帐以及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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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新技术等措施（见第Ⅲ部分）。一项特定策略的总体效力通常取决于当
地社区的接受程度，例如与当地习俗的兼容性。

在某些情况下，杀虫剂还有其他好处，因此可能会增加它们在社区中的接
受度。例如，在家庭喷洒可残留的室内杀虫剂或使用经处理过的蚊帐可以减少
疟疾、利什曼病、淋巴丝虫病和虫媒病毒病的媒介传播能力，附带的好处包括减
少“讨厌的昆虫”，例如头虱、蜱、臭虫和蟑螂。强调这些好处可能提高社区对室
内杀虫剂残留喷洒的接受度，因为“社区疲劳”是持续媒介控制的一个难题（例
５）。然而人们担心，类似的方法在户外喷洒可能杀死蜜蜂之类的益虫，在某些
情况下可能会减少生物多样性，授粉和粮食产量。

　例５ hiVFG\7j?2ND

蚊帐和经长效杀虫剂处理的蚊帐：
可持续性
适合睡眠环境（用于丛林疟疾的吊床蚊帐或毯子）
叮咬时间（睡前或睡后）
杀虫剂的耐药性

喷洒可残留的室内杀虫剂：
对户外叮咬没有效果
反复喷涂表面
墙壁最少的房子
杀虫剂耐药性
社会接受度
反复喷洒后出现社区疲劳

户外空间喷洒
社区同意或参与决策
培训
适当的目标（需要高质量的监测、病例记录和对后续传播的预测）
对益虫或其他动物（如蜜蜂）的潜在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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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控制急需填补的一个空白是需要进行纵向的、长期的国际监测和研
究，以确定昆虫学和流行病学的效力，阐明当同时使用几种干预措施时，哪些干
预措施可带来哪些好处，并评估杀虫剂的耐药性。

（１）杀虫剂评价和昆虫学试验
与会者简要介绍了对杀虫剂用于媒介控制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价。

ＷＨＯ杀虫剂评估计划通过有效性（如特定的杀虫剂是否能降低媒介致病力，
是否能有助于实现公共卫生效益）和安全性（如对人类、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产生短期或长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的证据来评估媒介控制产品。从实验室到
广泛使用，新杀虫剂的评估分为四个阶段。

伦理监督的评价应包括考虑在参与的社区和个人中公平分享利益，无论他
们在干预组还是在对照组；向试验对象提供全面的信息；试验对象有权拒绝或
退出试验（虽然在社区的现场试验中，这可能是困难的）。必须密切监测在实验
棚里睡觉的志愿者、喷洒操作人员和蚊帐洗涤者的健康状况，以准确评估和减
轻风险。对整个社区进行的干预应该采取某种形式的集体决策。与会者注意
到，类似的关于同意的伦理问题曾经出现过，并在其他情况下进行了讨论，如随
机分组试验［１８１９］。

一旦ＷＨＯ和／或地方机构宣布杀虫剂可以安全使用，就会出现许多伦理
问题。与会者注意到，一般而言，家庭干预措施是自愿的，或受到免费提供和社
区参与的鼓励，例如长效杀虫剂处理蚊帐和喷洒可残留的室内杀虫剂。在室外
喷洒杀虫剂时，应注意取得同意，例如从个别家庭和／或社区获得同意。有必要
对政策选择进行进一步的伦理分析。

（２）杀虫剂耐药性
使用杀虫剂控制媒介的另一个问题是媒介的抗药性问题日益严重。这个

问题与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类似，经常或不适当地使用杀虫剂对付媒介种群（或
农业害虫）往往导致耐药媒介的自然选择。通过按蚊（疟疾传播媒介）和伊蚊
（虫媒病毒传播媒介）的情况可以最容易理解这一机制。然而目前在监测和研
究媒介耐药性方面还存在很多欠缺。有实证的问题包括杀虫剂耐药性对公共
卫生目标（即疾病控制）的具体影响，以及不同地区不同媒介的全球耐药性模
式。从伦理上讲，重要的是权衡疾病控制的短期收益与由于耐药性导致控制失
败后的长期危害。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包括对具体的控制措施进行研究）来预
测和避免这种危害，而且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危害，即如果当前杀虫剂失效，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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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使用其他替代措施（例如非杀虫剂环境媒介管理），可能导致ＶＢＤｓ重现。
在缺乏监测和研究杀虫剂耐药性综合平台的背景下，全球杀虫剂耐药性网

络（ｈｔｔｐｓ：∥ｗ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ｒｄ．ｆｒ／）成了最近有希望的一环，该网络连接了１８个
国际公认的媒介研究机构，在全球跟踪传播虫媒病毒的蚊子对杀虫剂的耐药性
模式。其目的是识别在耐药性监测方面的空白，确定由于耐药性造成的控制失
败，填补关于杀虫剂耐药性的知识空白，并协助在耐药性管理方面做出决策。

（３）寨卡病毒媒介控制会议纪要
近期举行的寨卡病毒媒介控制会议（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３日，日内瓦）也就

虫媒病毒控制方面的类似空白进行了通报，包括：
缺乏针对伊蚊媒介控制标准的循证研究方案。

实验室能力不足，特别是在流行地区。

缺乏明确的昆虫学阈值来预测流行病。

缺乏研究来描述群体免疫、病毒血清型和当地环境因素对传播的复杂影响。
在虫媒病毒控制方面的这些差距说明了ＶＢＤｓ的复杂性，人们对ＶＢＤｓ的

忽视，以及很难预测突然流行罕见病原体的后果。最近突发的寨卡病毒和长期
存在的全球虫媒病毒病的负担表明，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填补空白，以便尽早
避免更多的危害，这是伦理上的当务之急。

（４）强制性干预措施
与会者向决策者提出了一个关键的伦理问题：什么时候迫使、授权或强制

参与媒介防制措施是正当的？例６列出了提高参与度的方法。

　例６ FGK72klmn7opqj?

　　鼓励参与；
对不参加者罚款或约束；
按地点公开报告媒介和／或疾病流行情况；
由公共卫生官员进行家庭干预；
因不参与而被起诉；
不参与将面临监禁或严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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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讨论了在哪些情况下可使用强制措施。过去，在消灭黄热病运动中
（例如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巴西）使用了强制性媒介控制政策，当时检查人员有
权进入家庭住所并对蚊子滋生地进行干预。类似的政策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控
制无法治疗的虫媒病毒病方面（如登革热）。古巴和新加坡雇用了大量的蚊子
检查员，如果认为蚊子滋生的风险很高，他们有权在未经业主同意的情况下进
入房屋。同样，一些国家也有法律规定强制社区遵守蚊虫防制措施。例如，印
度、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和美国佛罗里达州已立法对未能对住宅和建筑
物上的蚊子进行干预的个人或政府实体进行罚款或以其他方式起诉［２１２３］。一
些司法管辖区曾考虑过判处监禁（如果真有这种考虑的话），但很少实施，部分
原因是其他类型的强制措施通常足以实现公共卫生目标。

确定对蚊子防制措施依从性差时可以督促其改变，但是应该为政策制定提
供有关伦理考虑的信息，例如被污名化的风险。会议讨论了一些个人受到伤害
（例如失去工作）的例子，因为社区中的其他人认为某个家庭是ＶＢＤｓ暴发的源
头。为了克服这种紧张关系，新加坡有一个“登革热社区警报系统”，在这个系
统中，实现公共卫生目标的价值与保护个人隐私以及避免个人污名的价值是隐
性平衡的。该系统不是针对已确定有蚊子滋生的个别住宅或建筑物，而是用表
示登革热病例数量的颜色代码来识别邻近地区（为个人匿名）。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无论居住在这些社区的个人是否遵守了防制措施，这都可能给他们带来
污名。

会议专家指出，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的战略可能都是合理的，可以区分对流
行病爆发的反应和常规控制，并将媒介控制中的强制措施确定为需要进行全面
伦理分析的问题。

３．人工诱捕法
人工诱捕法指人类扮演蚊子“陷阱”的角色，这是目前许多昆虫学监测和

ＶＢＤｓ研究项目的“黄金标准”，使人们获得了许多其他方法无法获得的有关生
物学、昆虫学和媒介传播的宝贵知识［２４］。但是，与会专家同时认识到，从伦理上
必须防止对实施人工诱捕的志愿者或雇员造成伤害。可能的保障措施包括选
择有较低风险罹患严重疾病的志愿者，限制轮班时间，确保优先获得预防和治
疗，并最终开发机械陷阱。

目前还没有机械诱捕器既能像人工诱捕法一样提供相同信息，又能降低对
志愿者和雇员的绝对伤害，即使经常接触受感染的媒介［２５］。其中一个突出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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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是，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伦理监督和实践存在很大差异［２６］。例如，巴
西已经禁止人工诱捕法，这就削弱了疟疾监测；而美国的机构审查委员会很少
批准涉及人工诱捕法的研究。应制定统一的伦理指南并加强地方伦理能力建
设，以确保人工诱捕法的公共卫生和研究利益与对个人的风险相平衡。

Ⅶ　预防、治疗和研究

１．疟疾的预防和治疗
在认识到长期忽视疟疾这一全球重要疾病的严重后果之后，全球疟疾控制

自２１世纪初以来已得到显著改善，得到了新的资金资助，并启动了相关研究和
公共卫生行动。例如，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５岁以下有疟疾风
险的儿童在长效杀虫剂蚊帐里睡觉的比例从２％上升到６８％左右，其中３０％～
８０％的儿童在感染后可获得青蒿素联合治疗。这使得与疟疾有关的儿童死亡
率和疟疾病例总数显著下降［８］。

然而，仍然存在很多差距。在非洲有疟疾传播风险的９１个国家中，８４个国
家正存在疟疾传播。大规模的间歇性预防治疗被广泛应用，但具体实施情况却
各有不同。例如，２０１５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３１％的孕妇可以获得两个或
两个以上剂量的间歇性预防治疗。另外，各地在全人群服药后的数据收集和监
测工作还有巨大的差距［８］。与此同时，蚊子的杀虫剂耐药性一直在增加，这可
能是认识不足的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准确认识杀虫剂耐药性与公共卫生成果
之间的关系。此外，目前尚不清楚疟疾寄生虫的青蒿素耐药性从东南亚传播到
非洲会对公共卫生产生的影响［２７］，需要密切监测和进一步研究。

间日疟是另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随着对恶性疟疾（疟疾最致命的一种形
式）控制的增加，间日疟原虫的相对重要性也在增加，间日疟原虫分布最广泛，
更难以明确治疗，而且更经常导致无症状感染。控制间日疟的当务之急包括更
好地了解无症状感染的流行病学和传播，从而了解如何治疗无症状病例，以及
研究和实施新的、毒性较小的治疗方法。

２．伊蚊传播疾病的研究重点
由于长期被忽视，对ＶＢＤｓ临床和流行病学认识存在空白，但这并非不可

避免。应该开展更多的、从基础科学到具体实施的研究，为个人和社区实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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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健康效益。随着ＶＢＤｓ公共卫生规划朝着诸如消除ＶＢＤｓ等宏伟的目标
迈进，就必须填补更多空白，以防止规划失败和危害反弹。

会议简要介绍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空白，包括缺乏针对大多数ＶＢＤｓ的疫
苗。如上所述，当准备应用新疫苗时，应进行更多的实施研究，并应前瞻性地监
测新疫苗的长期效力。

改进监测技术的研究是另一个重点。应确定威胁公共卫生的杀虫剂和抗
生素耐药性的阈值。需要可行的媒介监测方法，在所有流行环节中提供相关数
据，最好减少使用人工诱捕法。同样，人类监测需要准确、可靠的测试和新数据
的快速整合，因此，迫切需要新的测试和分析能力建设。虽然纵向队列研究在
方法上是理想的，但它们成本高且复杂，因而应该测试横断面血清阳性率调查
在确定疾病流行病学方面的效用。

技术和伦理专家强调有必要改进数据的使用来预测疾病暴发及其严重程
度。例如，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因素可能增加疾病暴发的可能性和规模。目前
有希望的早期研究包括整合现有的气候数据来开发预测模型，这些模型已被证
明能够提高媒介控制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从而让投入的每一份资金和努力都
能避免更多的危害。从长期来看，这些模型可用于预测气候变化导致ＶＢＤｓ风
险增加的热点地区，并更好地预防或减轻危害。

一些与会者进一步强调需要进行更多关于实施方面的研究，包括社会科学
研究，以增进对人类行为在疾病传播中所起作用的了解，并促进对媒介控制干
预措施的参与。研究应包括媒介控制和公共卫生干预伦理，以及社会和文化方
面更具体的工作。随着疾病在国家内部和国际间的大面积传播，不同环境中的
人们必须共同努力，以实现和维持减少ＶＤＢｓ负担的公共卫生效益。

３．犠犎犗研究与发展观测网站
虽然ＷＨＯ正式将８个ＶＢＤｓ列为被忽视的ＶＢＤｓ（表３５），但从更广泛

的伦理意义上说，对ＶＢＤｓ的忽视仍然普遍存在，必须从伦理上扭转这种忽视。
最近的积极趋势包括为疟疾控制提供更多资金（过去１０年，疟疾控制使全球负
担减半），以及为登革热和寨卡病毒感染等其他疾病提供更多资金。然而，如果
寨卡病毒在过去得到更多关注的话，它的暴发就可以得到更好地预测，并避免
重大危害。同样，黄热病疫苗接种不足和疫苗库存不足是２０１６年疫情的主要
原因，在会议召开时，疫情已在巴西造成１５３８人感染，确诊病例中病死率为
３４％［２８］。更普遍的是，ＶＢＤｓ研究和控制规划的资金不足阻碍了减少或消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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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全球疾病负担所需工具的开发和使用。
表３５　犠犎犗对媒介传播疾病和被忽视的媒介传播疾病的分类

Ｖｅｃｔｏｒｂｏｒｎｅ媒介传播疾病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ｖｅｃｔｏｒｂｏｒｎｅ被忽视的媒介传播疾病
Ｍａｌａｒｉａ疟疾 Ｃｈａｇａｓｄｉｓｅａｓｅ恰加斯病
Ｙｅｌｌｏｗｆｅｖｅｒ黄热病 Ｄｅｎｇｕｅ登革热

Ｚｉｋａｖｉｒｕｓ寨卡病毒病 Ｄｒａｃｕｎｃｕｌｉａｓｉｓ（ｇｕｉｎｅａｗｏｒｍｄｉｓｅａｓｅ）麦地那
龙线虫病（几内亚蠕虫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流行性乙型脑炎 Ｌｙｍｐｈａｔｉｃｆｉｌａｒｉａｓｉｓ淋巴丝虫病
Ｃｈｉｋｕｎｇｕｎｙａ基孔肯雅病 Ｌｅｉｓｈｍａｎｉａｓｉｓ利什曼病

Ｒｅｌａｐｓｉｎｇｆｅｖｅｒ（ｂｏｒｒｅｌｉｏｓｉｓ）回归热（螺旋
体病）

Ｏｎｃｈｏｃｅｒｃｉａｓｉｓ（ｒｉｖｅｒ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盘尾丝虫病
（河盲病）

ＣｒｉｍｅａｎＣｏｎｇｏ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ｆｅｖｅｒ克里
米亚—刚果出血热刚果出血热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血吸虫病

Ｌｙｍｅｄｉｓｅａｓｅ莱姆病 Ｈｕｍ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ｔｒｙｐａｎ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非洲人类锥虫病（昏睡病）

Ｐｌａｇｕｅ鼠疫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ｏｓｉｓ立克次体病
ＲｉｆｔＶａｌｌｅｙｆｅｖｅｒ裂谷热
Ｓａｎｄｆｌｙｆｅｖｅｒ（ｐｈｌｅｂｏｔｏｍｕｓｆｅｖｅｒ）白蛉热
Ｔｉｃｋｂｏｒｎｅ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森林脑炎
Ｔｕｌａｒａｅｍｉａ土拉杆菌病
ＷｅｓｔＮｉｌｅｆｅｖｅｒ西尼罗河热

　　来源：参考文献［３０］

描述和应对被忽视的媒介传播疾病的各种手段都非常受欢迎，如ＷＨＯ全
球卫生研究与发展观测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ｅｎ／）。该观测网站是“全球人类疾病卫生研究与开发活动中所有信息和分析的
全面和集中来源”，可以用于回顾研究经费的国际趋势。例如，在会议期间，根
据最新的数据，对每个残疾调整生命年的投资（美元）：ＨＩＶ感染为１０，结核病
１２，疟疾１３，登革热５０，恰加斯病４３，盘尾丝虫病１６．７，利什曼病１６，血吸虫病
６．６，淋巴丝虫病５．２。理想情况下，诸如观测网站这样的资源将通过关注市场
失灵和确定少量额外投资可能产生显著公共卫生收益的情况，确保疾病负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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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之间更好地匹配。

４．人类挑战性研究
在挑战性研究中，或受控的人类感染模型中，研究参与者被故意感染特定

的病原体。这些研究项目可用于研究媒介和非媒介传播的疾病（例如流感）。
６５００多名志愿者安全地参与了挑战研究，这提高了研究人员对ＶＢＤｓ生物学和
防制措施的理解。这些研究的伦理问题最近在学术文献中受到关注［２９３０］，并成
为ＷＨＯ指南的主题［３１］。许多伦理问题在ＶＢＤｓ和其他传染病的挑战研究中
都很普遍。会议确定的特殊伦理问题包括：对没有治疗方法（如登革热）或感染
后有长期风险（例如如果研究参与者后来又感染另一种血清型登革热，那么未
来他就有重症登革热风险）的ＶＢＤｓ进行人体试验；运用挑战性研究测试疫苗
效力，而研究终点是不伦理的或难以衡量的，例如对寨卡病毒的挑战研究，研究
终点是降低先天性寨卡病毒综合征的风险。

尽管有减少登革热等疾病风险的策略（比如要求受试者对未来可能患重症
登革热风险的知情同意；使用减毒病毒和以病毒血症而不是临床发病为研究终
点；从很低的剂量开始加大剂量等），但与会者普遍认为，对于无法治疗的，病情
有可能很严重的媒介传播病原体应该慎重采用人类挑战性研究，而且要仔细评
估每个病例。同样，在寨卡病毒流行的情况下，最近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
究所一份关于寨卡病毒人类挑战研究报告［３２］的结论是，鉴于现有的对寨卡病毒
的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知识，这类研究的预期收益并没有抵消其带来的风险。

会议讨论的有关一般性研究的伦理要求包括对研究的预先注册，对相关的
伦理委员会进行充分培训，对受试者和更广泛人群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通过
诸如治疗和全面彻底的风险效益评估等保障措施来缓解风险，考虑以低风险的
方式来获得相同的科学信息或公共卫生利益。

５．媒介控制新技术
ＷＨＯ媒介控制咨询小组通过评估新概念可能在昆虫学和公共卫生方面

的效力来协助开展创新性研究，并就从实验室研究到野外释放经过改造的蚊子
以及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实施等方面的发展提供咨询。

会议简要介绍了一些可能被更广泛地用于改进当前媒介控制战略的新技
术。例如，利用人类活动数据预测疫情防制措施未覆盖之处，以及利用气候数
据预测与天气事件相关的疫情。其他新技术包括新的经杀虫剂处理的产品，如

９３１



全屋蚊帐（而不是床用蚊帐）、“诱杀”用诱饵和对啮齿动物施用杀虫剂，以杀死
以它们为食的媒介。

会议为控制蚊子传播的疾病提出了更激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包括沃尔巴克
氏体和蚊子的基因改造。以下先概述这些方法，然后讨论有关的伦理问题。

（１）沃尔巴克氏菌
沃尔巴克氏菌，又叫沃尔巴克氏体，是一种常见的细菌属，它能以共生方式

感染蚊子和其他昆虫，对被感染蚊子叮咬的人类没有已知的副作用。让伊蚊属
埃及伊蚊感染某些菌株可以减少登革热的传播，抑制受感染的雄蚊和未受感染
的雌蚊之间的繁殖，并通过受感染的雌蚊将沃尔巴克氏体传播给后代使其在蚊
子种群内传播［３３］。人们希望，使用沃尔巴克氏体的干预措施最终能够显著减少
埃及伊蚊传播的病原体，特别是登革热，这可能对消灭疾病做出重大贡献。沃
尔巴克氏体感染的伊蚊属埃及伊蚊作为研究和登革热防制措施的一部分已放
归野外，例如在澳大利亚北部［３４］、新加坡、越南和巴西［３５３７］。但有关该研究的
有效性、实用性和任何无法预见的长期后果还没有最终确定。

（２）转基因蚊子
目前有几个研究项目旨在对蚊子进行基因改造，以减少蚊子数量和／或疾

病传播。一项特别接近实施的研究项目使用ＯＸ５１３Ａ伊蚊，通过添加一种导致
特定阶段死亡的基因对这种蚊子的基因进行了修饰。当雄性ＯＸ５１３Ａ蚊子被
释放后，基因改造过的雄性蚊子和野生雌性蚊子的后代会在发育的早期阶段死
亡，从而减少蚊子的总数。和沃尔巴克氏菌一样，释放ＯＸ５１３Ａ蚊子的目的是
减少登革热等由埃及伊蚊传播的疾病。现场试验已取得昆虫学成果，下一步计
划开展探索公共卫生成果的试验（例如对登革热传播的影响）［３３］。与基因驱动
不同（下面将讨论），这项技术并不打算在野外保留转基因蚊子（在被释放的转
基因蚊子及其后代死亡后），因此需要定期释放和经常性开支。

其他研究项目包括使用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及其相关蛋白９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这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新型基因编辑方法。迄今为止，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在媒介控制研究中的主要目的是构建基因驱动，引入一种新基
因（例如在蚊子种群中引入新基因），这些新基因将优先遗传给后代，随着时间
的推移携带新基因的种群将会增加。这些基因可能有助于减少蚊子数量（如创
造不孕雌蚊）或疾病传播（如减少蚊子或动物宿主携带病原体的习性），从而使
得公共卫生得到显著改善，最终控制多种媒介传染病（如果成功开发了针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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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媒介的基因驱动）。这种方法的技术难题包括在面对进化适应性所需成本和
种群交配生物障碍时基因驱动的可持续性，这可能限制转基因媒介在野外的传
播和持久性。目前最先进的模式是以按蚊为目标，旨在减轻疟疾的负担，但技
术专家一致认为，这些转基因按蚊还没有准备好在野外释放。公开试验的准备
工作需要时间，而且必须进行仔细的前瞻性评估。

（３）伦理考虑
如果上述媒介控制的新技术是有效的，那么它们可在减少疾病负担方面带

来重大公共卫生利益，然而也引起了一些伦理关注。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研究
和培训特别项目［３８］、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所［３９４０］和美国国家科学院［４１］为
研究人员，特别是涉及基因技术的研究人员提供了指导。也有学术伦理文献［４２］

涉及通过基因驱动消灭媒介物种是否符合伦理的问题。
主要的伦理问题包括潜在的生态风险、对人类和其他物种不可预见的伤

害，以及干预的影响可能迅速跨国扩散。最大的担忧可能是基因驱动，因为如
果成功了，将对媒介种群产生长期的、可能不可逆转的、同时又是广泛的影响。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强调，目前的管理机制可能无法应对基因驱动研究的所
有方面，尤其由于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野生媒介种群中进行现场试验的不
确定性和潜在的国际性影响。

会议与会者讨论了可能的应对措施，包括需要确定或建立一个国际机构
和／或国际管理机制，以探讨在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转基因媒介的风险效益评
估该如何为决策提供信息，并最终决定是否继续进行释放试验。一个关键的问
题是，能否用风险较小的策略取得效益，以及如何在资助新技术与支持传统方
法间取得平衡。

与会者普遍支持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的建议，但指出公共参与可能必须扩
大到跨国或全球层面。会议上提出并支持的另一个想法是建立一个基因驱动
登记处，以便更好地协调和监督多个并行的研究项目。

Ⅷ　结论及下一步工作

与会者了解了全面的技术信息，包括媒介控制的进展以及与寨卡病毒感染
和黄热病暴发有关的最新进展。技术和伦理专家以及ＷＨＯ代表有机会讨论
在ＶＢＤｓ背景下出现的伦理问题，注意到一些被忽视的需要进一步努力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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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以及与更广泛传染病和生物伦理的伦理分析部分重叠的其他论题。
在会议结束前的讨论中确定的，需要进一步审议的主要的宽泛性问题包括：

媒介控制伦理（包括强制和授权干预、杀虫剂耐药性和新技术）。

ＶＢＤｓ中健康的环境和社会决定因素的伦理，以及需要更多细致入微的、
针对具体情况的控制方法。

ＶＢＤｓ研究的伦理（包括人类挑战性研究、人工诱捕法和转基因蚊子）。

风险收益分析，以及决策的伦理机制，特别是关于疾病的国际流行和干
预措施。

社区参与和风险沟通。
会议为编写ＷＨＯ关于ＶＢＤｓ相关伦理问题的指南奠定了基础。下一步

将是确定指南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全
球卫生伦理部（在ＷＨＯ的总部）将协调决定指南范围，并参考会议的讨论情况
和本报告的内容，本报告概述了会议迄今确定和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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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ｏ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ｅｎｇｕｅ．ＰＬｏＳＮｅｇｌＴｒｏｐＤｉｓ，２００９，３（１１）：
ｅ５５２．

［３６］ＣｈａｎｇＭ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ｌＥＭ，ＧｏｐｉｎａｔｈＤ，ＡｂｄｕｒＲＭ．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ｄｅｎｇｕｅｖｅｃ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Ｊ，２０１１，２（２）：９１６．

［３７］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Ａｅｄｅｓ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ｃｙ，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ａ．ｇｏｖ．ｓｇ／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３８］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Ｇｅｎｅｖａ：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ｂｅｈａｌｆ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４．

［３９］ＨｉｒｓｃｈＦ，ＬéｖｙＹ，ＣｈｎｅｉｗｅｉｓｓＨ．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ｇｅ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７，５４１（７６３５）：３０．

［４０］ＣｈｎｅｉｗｅｉｓｓＨ，ＨｉｒｓｃｈＦ，ＭｏｎｔｏｌｉｕＬ，ＭüｌｌｅｒＡＭ，ＦｅｎｅｔＳ，ＡｂｅｃａｓｓｉｓＭ，ｅｔａｌ．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ｉｔｈｇｅ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Ｒｅｓ，２０１７，２６（５）：７０９７１３．

［４１］Ｇｅｎｅｄｒｉ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ｄａｌｉｇ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ｉｔｈｐｕｂｌｉｃｖａｌｕｅ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

［４２］ＰｕｇｈＪ．Ｄｒｉｖｅｎｔｏ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ｅｄｒ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ＪＭｅｄ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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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与会者名单

专家
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ａｅｒｔｓｃｈｉ，瑞士日内瓦大学
ＣｈｅｒｙｌＣｏｘ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格林纳达圣乔治大学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Ｄｒｕｍｌ，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
ＦｒａｎｏｉｓＨｉｒｓｃｈ，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ＡａｍｉｒＪａｆａｒｅｙ，巴基斯坦信德省泌尿外科和移植研究所生物医学伦理与文

化中心
ＺｅｂＪａｍｒｏｚｉｋ，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ＢｏｃａｒＫｏｕｙａｔé，布基纳法索努纳卫生研究中心
ＦｌｏｒｅｎｃｉａＬｕｎａ，阿根廷国家科学和技术研究理事会，拉丁美洲社会科学

大学
ＬｅｅＣｈｉｎｇＮｇ，新加坡国家环境局
ＦｒａｎｃｉｎｅＮｔｏｕｍｉ，刚果医学研究基金会，刚果马里安·恩古瓦比大学，德国

图宾根大学
Ｒｏｎ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ＴｈｏｍａｓＳｃｏｔｔ，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ｅｌｇｅｌｉｄ，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ＪｅｒｏｍｅＳｉｎｇｈ，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资助机构
苏珊娜·豪斯曼·米勒，瑞士发展和合作署联邦外交部
凯瑟琳·利特尔，英国惠康信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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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犎犗
ＴｉｅｓＢｏｅｒｍａ，卫生系统和创新、信息、证据与研究部，主任，日内瓦
ＡｎｎａＤｒｅｘｌｅｒ，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病，媒介

和生态管理部，技术干事，日内瓦
ＧａｙａＧａｍｈｅｗａｇｅ，ＷＨＯ突发卫生事件规划，传染病危害管理，专家网络

和干预措施部，主任，日内瓦
ＫｉＨｙｕｎＨａｈｍ，ＷＨＯ卫生系统部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技术干事，马尼拉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Ｈａｒｒｉｓ，ＷＨＯ突发卫生事件规划，传染病危害管理部，日内瓦
ＰａｔｒｉｋＨｕｍｍｅｌ，卫生系统和创新、信息、证据与研究部，研究、伦理与知识

管理，全球卫生伦理部，顾问
ＲｏｎｎｉｅＪｏｈｎｓｏｎ，ＷＨＯ家庭、妇女和儿童健康、生殖健康和研究、产妇围产

期保健以及防止不安全堕胎部，科学家，日内瓦
ＶａｎｎｄａＫａｂ，ＷＨＯ国家办事处，技术干事，柬埔寨
ＡｈｍｅｄＭａｎｄｉｌ，ＷＨＯ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研究发展和创新部，协调员，马

尼拉
ＶａｓｅｅＭｏｏｒｔｈｙ，卫生系统和创新、信息、证据与研究部，研究、伦理与知识

管理部，协调员，日内瓦
ＭａｒｉａｍＯｔｍａｎｉｄｅｌＢａｒｒｉｏ，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热

带病，ＷＨＯ热带病、媒介、环境、社会研究和培
训特别方案部，技术干事，日内瓦

ＭａｒｔｈａＱｕｉｎｏｎｅｓＰｉｎｚｏ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热
带病，全球疟疾方案，昆虫学和媒介控制部，技术
干事，日内瓦

ＣａｒｏｎＲａｈｎＫｉｍ，家庭、妇女和儿童健康，生殖健康和研究，产妇围产期健
康，防止不安全堕胎部，卫生干事，日内瓦

ＡｎｄｒｅａｓＲｅｉｓ，卫生系统和创新、信息、证据与研究部，研究、伦理与知识管
理，全球卫生伦理部，技术干事，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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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ｉｇｅｌＲｏｌｌｉｎｓ，家庭、妇女和儿童健康，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研
究和发展部，卫生干事，日内瓦

ＡｂｈａＳａｘｅｎａ，全球卫生伦理，卫生系统和创新、信息、证据与研究部，研究、
伦理与知识管理部，协调员，日内瓦

ＲａｊｐａｌＳｉｎｇｈＹａｄａｖ，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
病，媒介和生态管理部，科学家，日内瓦

ＫｉｒｓｔｅｎＶａｎｎｉｃｅ，家庭、妇女和儿童健康，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品，疫苗研究
新方案部，科学家，日内瓦

ＲａｍａｎＶｅｌａｙｕｄｈａ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病，
媒介和生态管理部，协调员，日内瓦

ＳｉｎａＺｉｎｔｚｍｅｙｅｒ，小儿麻痹症，紧急情况和国家合作，寨卡病毒应急响应
部，项目管理官员，日内瓦

媒介传播疾病与沉重的负担有关，特别是在贫穷和弱势的社区。它们通过
媒介传播，需要特别的公共卫生措施进行干预，因此引发了独特的伦理问题。
适当的决策常常不仅需要明确考虑科学问题，而且需要考虑伦理问题。以前没
有对ＶＢＤｓ控制和研究中出现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正是进一步改进
公共卫生规划所需要的，因此ＷＨＯ成员国在这方面缺乏具体指导。２０１７年２
月２３日至２４日，ＷＨＯ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以确定与ＶＢＤｓ相关的伦理问题。
会上，超过２５名国际和ＷＨＯ专家讨论了与ＶＢＤｓ相关的突出伦理问题。他
们特别强调了如下问题：健康的环境和社会决定因素、媒介控制伦理（包括新技
术）、监测和研究中的有关伦理，以及大规模公共卫生干预的伦理。

全球健康伦理小组
研究、伦理与知识管理组
信息、证据与研究部
媒介与生态管理
被忽视的热带病控制部

世界卫生组织
地址：犃狏犲狀狌犲犃狆狆犻犪２０１２１１犌犲狀犲狏犪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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